
142010年6月15日 星期二
责编：张华玮 组版：刘玉 校对：陈燕

瑞聪商业展柜、装饰
13053089006

装饰建材 招生培训
高考计划内招生 15279160833
建筑五大员、学历证书 2151878

锅炉 暖气片●

厂家直销瑞林暖气片13905690621

一对一、个性化辅导
翰卓家教

5110283 5113907www.hefeijj.com

家 教

礼仪服务
如意有缘商务休闲陪聊15256922788（聘女）
异乡情缘商务休闲（聘女）15056926926

律师服务

胡律师13855184456
罗律师经济案件风险代理 13856026116

搬家服务

顺通搬家

二手市场
高价回收各种空调、电脑、
变压器等单位废旧物资设备

空调服务
专业空调移机维修加氟回收5565882

4659773空调移机、维修

大众搬家

万福搬家

金福搬
家

5514893
移机、家具拆装

4494955

家政保洁
奥洁公司：防水、内外墙地面翻

新，高空拆装清洗保洁 4666903

旺铺转让

转让滨湖新区营业中300m2旺铺酒店
13955130228

步行街中房名城604#126m2低租018957376677

仓厂招租

招
租

庐阳工业区阜阳北路
7000m2 在建四层框
架厂房13955152869
房屋租售

售琥珀花园村153m2精装住宅
一套（3 楼）15255173853

转女人街中段 20m2 旺铺 15256979805

招 聘

聘DJ公主佳丽模特全兼职13855115093
招 工 人 ，男 女 不 限 ，可 带
回家制作，日结 40-80 元。
地址：安庆路与六安路交叉口圣园大厦613室聘电话：0551-2316865 13033064518
(分部：白马服装城2期写字楼10楼2101544)

在家上班
内招(中国结)加工人员，1-2
小时即可学会，可带走加工、
按件付资，不限时间，在职，待

业 ，学 生 与 家 庭 闲 置 人 员 均 可, 年 龄 不 限.
3187381 2641382 13355606383
地址：淮河路步行街明教寺后面 总部网址：www.bjbyjl.com

聘
全职兼职手工制作人员60名，有无经
验均可，可带料回家做，月收入1500元
左右，公交37、38、39、159路金泰建材
城站 18715109307诚征加盟合作商

转六安路32m2门面，能隔两层13856056053

招商合作
招 老 板 1 5 5 5 5 1 3 3 4 3 5

房屋出租
庐阳区大杨工业园合淮路旁1500m2两层全框
架厂房，可办厂、办公，价面议13705517880

东方易站品牌建站15556952537
IT广场

门面转让安高城市天地 56m2

门面转让13966740581

招租大杨工业园约600m2厂房招租
13856931737

工商咨询

快速注册、大额增资13083051118

光辉贷款

奥林花园5154006 13085056595
房产抵押贷款,已贷再贷二
小时放款另代办银行卡

真正最低价注册、增资
专业代帐

财富热线：13003001688 5282328

资深会计师注册、代帐、带徒18756966188

免抵押免担保信贷（兼抵押
贷款）133656031131.7

2626561 18905691505
注册增资代账
13305608383
注册增资代账

报税年审增资贷款审计13003000192

海源投资
18956019500

注册、增资
借款、过桥

低价注册、增资、代帐4467656

13023000000
短期借款已

再
贷
贷房车抵押

飞信投资
真诚相贷，速办企业贷款：民间融资、
个人、中小企业、项目投资（10-2000
万）500万以上需监管，无抵押，外地
可，农村自建房可，另代办信用卡。
电话：025-58931755 58930611
地址：南京市下关区建宁路178号5号楼2203室

2-200万当天放款 13856045222
快速个人信用贷款

贷无抵押小额贷款
13003080804杨
13003009904赵

电话：5178321
快速借贷

1.个人无需抵押，当场
放款1--10万
2.企业无需抵押，500
万之内当天放款

3.个人、企业有抵押贷款，车子、
房产均可（按揭房、购房合同、回
迁房无证等）
地址：太湖路海顿公馆一期二号楼1505室

贷！贷！贷！

0551-3472750 13514984449

中保

www.ahfl.com.cn

广告征订：0551-2833012 2612696 18919656695
地 址：永 红 路 10 号（安 徽 省 出 版 局 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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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国瑞担保有限公司安徽省国瑞担保有限公司
1、个人、企业短期借款、房屋、土地

抵押借款、资金过桥、垫还
2、工程保证金、办理银行贷款、无抵押借

款、承兑汇票兑现
3、1000万以下当天放款，月利息1.6分起
0551—4420100 13856099069电话：

地址：合肥市胜利路华瑞广场B座7层http://www.ahgrdb.cn

安徽中昊投资担保集团
凡在合肥市有待建、在建项目的房地产开发公司或合肥知名企业,均可向我集团申

请融资、贷款或合作。无需抵押担保。贷款额在50万-3000万，当天即可放款。
咨询电话：0551-5238732 手机：13966704526
联系人：刘先生 地址：合肥市长江中路369号CBD中央广场A座12B

地址：徽州大道友好医院旁乘坐公交车至“仪表厂”站下车即是

合肥九洲泌尿专科
专科咨询：0551-4677119

(原合肥市第二性病防治所)
皖医广2008第09-27-303号

三个男人一台戏
都说三个女人一台戏，因为女人嫉妒心、攀比心

强，她们总是谁也不让谁。我说，三个男人一台戏，特

别是三个顶级足球运动员，又同在死亡之组，他们势

必杀得面红耳赤！ 张华玮

虽然德罗巴身上有伤，但是因为身

在死亡之组，之后要面对更加强大的巴

西，我相信魔兽不会错过和C罗的生死

战。因为本场比赛的输赢，很有可能

会决定G组的出线名额。在G

组，每一场都是生死战。两个

性格男人，必将在场上拿出

看家本领，这必定是一场血

战！这样的精彩也绝对不

容错过！

两支球队在世界

杯前的热身赛中均

保持着不错的

状态。C 罗领

衔的葡萄牙，必

将以小范围传

切去撕破科特

迪瓦的防线，

而科特迪瓦后

防线非常严密

与稳健，这是

一场实力均

衡的对抗。比

赛场上的临时

应变和球员情

绪将成为影响

战局的关键！

当世界杯历史上最成功的球队和最

为神秘的球队将要发生碰撞时，大家肯定

会非常感兴趣。本届世界杯巴西队格外

低调，但依然是夺冠的最大热门。卡卡是

这支巴西队当仁不让的核心，由他领

队的巴西前场绝不缺乏战斗力和创

造力，并且这支巴西队的中后场也

异常稳定。

面对44年前曾经在英格兰

世界杯上创造奇迹的朝鲜队，

巴西队绝不会有丝毫放松。

即便现在时常传出巴西队

内有不和谐的音符，但只

要上场，“桑巴军团”的

信念就只有取胜！我

不认为状态不错的

朝鲜有在死亡之组

爆冷的实力，因为

在这组，他们是另

外三强不容有失

的对手。

★6月15日 22:00 科特迪瓦VS葡萄牙

两个男人的决斗
★6月16日02:30 巴西VS朝鲜

一个男人的独舞

6月15日 19:30新西兰VS斯洛伐克

热门黑马小试牛刀
新西兰能够入围世界杯本身就

令外界感到震惊，也没有人期待他们

能够取得什么好的成绩，当然除了新

西兰的队员们，他们认为自己仍具有

小组出线的希望。

世界杯新军斯洛伐克则是黑马

热门之一，他们的作战表现让所有人

吃惊。他们的主力前锋谢斯塔克放

出豪言：“我们要打进16强。”他们也

确实有这个实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