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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强势媒体 覆盖上饶城镇

行业多·信息广·见效快

分类信息

登分类广告、 实惠又见效

地址： 上饶市赣东北大道67号五楼广告部

地址：五三大道延伸段（东方帝景小区门口东面）

电话：0793-8226006�手机：13979398588（陈先生）

全 国 连 锁

大量招聘

兼职人员

B6

2014.7.16

星期三

热点时评

新闻热线：13979379933

责编 / 万秀兰 版式 / 毛欣 校对 / 童丹曦

疑难贷款 ， 已按揭汽

车 、 房 产 再 次 贷 款 ，

装修贷 、 薪金贷 、 消

费贷 、 企业贷 ， 信用

贷， 承兑汇票保证金、

贴现。

电话：

13767303388

众联投资

会计服务

中 介

速办房产、车辆等贵重物品抵

押借款,银行转贷、坏账追收、工

程尾数、私人借款、名车销售、小额

贷款、失踪定位、房地产评估。

电话：13767339999��龚先生

亿能投资

无婚托，成功率85%，老师、公务员较多

电话：15350034481、8312879

地址：市立医院对面巷内

网址：www.sryyy.11315.cn

品牌

婚介

月圆缘婚介

转 让

招 商

出租·出售

会计服务

某文化事业单位需长期租

用办公场所，面积

700

平米左右，

如有场地请速联系，价格面议。

电话：

15979340461

王女士

求租办公楼

急需市内一楼工作间一

处，方便车辆进出，工作间面积

30

至

40

平米，价格面议。

电话：

15979340461

王女士

求租工作间

给您资金，帮您贷款

替您理财，保证您的资产快速增值。

服务热线：

13517936883

张

15979379909

刘

400-0056-001

中天万运 快递物流

招县、区、网点加盟合作商

股票配资，最高比例

1

：

5

。

电话：

13907039103

符经理

地址：雷锋像灯具市场（欧普照明）

博创投资

现有稀缺地段玉山县商业街（原

玉福大酒店）整体出租，共七层6500平

方米， 适合大型商场超市餐饮酒店等

用途。 垂询电话：13687930600吴女士

酒店整体招租

无婚托，成功率90%，商人、公务员居多。

电话：

15180321805

、

15970330366

地址：上饶市亿升广场北街后门对面

非诚勿扰婚介

培 训

中东凯旋门两层楼沿街

店面转让 ，

230

平方米 ， 精装

修，有意者可与

18370008888

万总联系，非诚勿扰。

创世纪情缘婚介 全国连锁 品牌婚介

是唯一经国家工商注册的严肃正规婚介交友平台

强势入驻上饶

幸福热线：

0793-8217238 QQ

：

1181609293

地址：上饶市步行街华都商务大厦

6

楼

G

室

现有位于上饶县石狮沪昆高速公路旁厂房

转让出售

(

或出租

)

。 厂房占地面积

5

亩，建

筑面积

2500

平方米，交通便利 ，水电齐全 ，

手续合法齐备。适于投资、办厂、仓储。有意

者请联系吴生：

15979301208

（非诚勿扰）

转让出售/出租

转 让

出租·出售

市中心广场边有1-10层

商业楼出租， 可用于商

场、超市、写字楼、宾馆。

联系电话：13707939349

出租

小学 、初中 、高中暑期班

现已开课招生。本中心全部一

线高级教师任教， 环境好，可

一对一辅导。 地址：胜利路双

达小区公交站 电话：

8301631

争朝夕家教中心

独品美容美发因

发展需要特招美发助

理

20

名，可升发型师、美容师

20

名，

想合作或升迁的你欢迎加入。联系：

13755352673

、

13036258776

招聘

市中心培训辅导机构首

选场地，紧邻多所学校，面积

600余平方米， 可分租或合

作，电话：13576396676。

出租或合作

经济开发区靠

320

国道有

4000

平方米空地

出租， 价格面谈。 联系

人： 王先生， 联系电话：

18907939003

快速代办公司注册、 垫资

验资、大额增资、会计审计

等。 电话：

13767303388

工商注册

上饶市天天快递经

营权转让，手续齐全，客

源稳定 ， 有意者电联 ：

13979336531

。

天天快递经营权转让

市中心广场附近某酒店对外招租

或转让，面积

700

余平方米 ，设施

齐全 ，客源稳定 ，口碑颇丰 ，接手

即可营业， 也可用作写字楼或其

他经营。 电话：

13576361048

转让或招租

市中心广场繁华地段餐

厅，

650

平方米， 客源稳定，设

备齐全， 因外出发展， 现欲转

让。 联系电话：

18071235809

餐厅转让

老品牌卫浴转让，上饶总

代理，正常经营中 ，各县市有

二级代理 。 因老板到外地发

展，现优惠带店面整体转让。

联系电话：

18907938838

国 有

控股拍

卖公司

诚聘经理合

作经营， 欢迎洽谈。

电 话 ：

13907939535

陈

地址 ： 赣东北大道

九重天四楼

招 聘

出租·出售

位于带湖路与三清山中

大道交叉路口 （盈盛豪园）营

业房写字楼

200

平米招租 ，价

格面议。 电话：

13979307188

招 商

招商电话：

18070300086

李先生

AO

史密斯高端空气

能热水器、净水器、电

热水器、燃气热水器

诚招上饶、鹰潭、抚州、景德镇县级代理商

凤凰中大道沿街旺铺，公

园道

1

号建行隔壁，面积

300

多

平米 ，高档装修 ，适合各类业

态。 联系：

15307935559

店铺转让

股票/期货配资， 最高

1：10信资金杠杆放大您的

收益，成本低至每月2%。

电话：13807936087江先生

金誉投资

位于上饶市带湖路48号， 财富

广场对面，面积660平方米，适用于

餐饮、宾馆等多个行业，转让费面议。

有意者请联系：刘先生13646967168

店面转让

五三大道 （国税局旁

边）鸿泰文具店出租、转让，

面积约

106

平方米。

联系：贾先生

13867976464

空店出租转让

现有位于上饶市信州区茶圣路紫

景园一酒楼欲转让 ， 面积约

1000

平方

米左右 ，古典装修 ，设施齐全 ，适合酒

楼 、足浴 ，价格面议 ，有意者请联系 ：张

先生，电话

:15907930144(

非诚勿扰

)

酒店转让

现有上饶市信州区水南街3号

一楼出租，面积190平方米左右，交

通便利，水电齐全，价格面谈，联系

电话：13576337882沈先生。

招租

上大学网近日发布《第三批中国虚

假大学警示榜（2014年）》，60所“李鬼大

学”榜上有名，其中北京15所，山东、上

海和陕西各6所，江苏5所，河北3所等。

招生录取由教育主管部门负责，按

说“李鬼大学”不该有鱼目混珠的机会。

这些学校在年年喊打的同时还能存在，

表明他们的骗术还有得逞的机会。“李

鬼大学”要骗人，必须穿上网络时代的

“盛装”， 开通自己的专门网站。“李鬼

大学”有没有自己的“钓鱼网站”呢？ 在

百度上，输入新闻报道中提及的这些“李

鬼大学”名单，除福建一家“大学”没有专

门的网站，其他“大学”还真有各自的网

站。 所幸的是，百度已经做了技术处理，

要么在这些“李鬼大学”的官方网站上做

了红色的警示， 要么在百度百科中用黑

色字体做了提示：“经核实， 教育部公示

《2013年具有普通高等学历教育招生资

格的高等学校名单》中并无该校，且有媒

体披露该校并不存在，特此告知。 ”

“李鬼大学”是诈骗机构，理应发现

一个，及时取缔一个。让人看不懂的是，

为什么这些大学的网站在百度上还能

搜到，并且不点击进去，并无明显的警

示字样。 扫黄打非， 应该包括非法的

“李鬼大学”。 对于涉黄的网站，公安部

门通常会直接封网。 那么，教育主管部

门发现的“李鬼大学”及其网站，为什么

就能犹抱琵琶半遮面，继续活在互联网

上。 是教育主管部门没有通知公安机

关，还是公安机关收到教育部门的通知

忘记封网。 要知道，这样的网站在互联

网上多存活一天，就可能有不止一个考

生上当受骗。

“李鬼大学”的犹抱琵琶半遮面，还

表现在他们掌握了一批考生的考试信

息。 考生的信息属于秘密信息，他们的

详细资料有时连考生自己都未必清楚，

这些“李鬼大学”能够存在，显然并非靠

一个钓鱼网站能诈骗成功的。也就是说，

如果不是他们天女散花般向考生邮寄

“录取通知书”， 相信考生想上当也没这

样的机会。 考生的考试信息，从姓名、考

号、考试成绩和邮寄地址，这些“李鬼大

学”又是如何搞到手的，不揭开这些幕后

信息提供者的神秘面纱， 相信“李鬼大

学”就不会绝迹，充其量是不断更换名称

和修改网站就可以继续招摇撞骗的。

现在，国外居民在中国窃取中国公

民信息的案子已经公布了，那些经常把

部门内部员工信息泄露的行为并未引

起足够的重视。如果不抓住窃取考生个

人信息者，“李鬼大学”的生源就不会成

问题。 毕竟，中国的落榜生数量还是相

当可观， 百分之一的人上当，“李鬼大

学”的生意就会蛮不错的。

整治“李鬼大学”，需要教育部和公

安部联手， 需要搜索引擎公司及时配

合。 否则，仅凭上大学网一家独家披露

一下，“李鬼大学”怕是不会真正金盘洗

手的。 （

据《郑州晚报》

）

对待在烈日暴晒下的户外工作

者，不能以他们懒得维权、不敢维权为

由，损害他们的合法权益，让他们在暴

晒下却“透心凉”。

用工单位不仅要向高温作业下的

劳动者发放补贴， 还必须提供高温作

业下的工作条件， 这不是发给劳动者

的福利，而是劳动者应该享有的“高温

权益”，受到法律的保护，《防暑降温措

施管理办法》中有明确细致的规定。

维护“高温权益”，企业要“有情有

义”，以人为本。 既要按照规定给劳动

者发放高温补贴， 还要采取完备的措

施降低甚至杜绝中暑安全事故发生，

多提供一些有温度的关怀。

维护高温权益，执法要严格。《防

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 也是经过各方

多年呼吁才出台的， 对违反规定的用

人单位及负责人做出了明确处罚规

定，法律责任也有了明确规定。用人单

位的违法成本相对较高， 情节严重的

还要追究相关责任人的刑事责任，这

就需要执法单位严格执法监督了，更

要抓住典型案例进行“以案说法”。

（

据新华社

）

国外的野鸡大学，我们曝光过一些。国内的“李鬼大学”，其实也不在少数。高招

录取，考生最怕遇到“李鬼”，自己稀里糊涂地上当受骗。现在，又一批这类骗子学校

的名单发布了。

“李鬼大学”何以犹抱琵琶半遮面？

“高温补贴”，莫让户外工作者“透心凉”

高温补贴各地都有标准，却屡屡落实不到位。一方面是许多户外劳动者处于

弱势，找不到坚强后盾，不敢维权。 更为重要的是，相关主管部门没有对违反“高

温津贴”政策的行为严肃查处，没有严格追究主要领导的责任，没有全力保障高

温津贴发放到位。

受委托， 本公司定于2014年8月15日

（星期五）15时， 在上饶市行政服务中心会

议室举行拍卖会，由国家注册拍卖师主拍。

一、标的概况：

上饶市信州区解放路132

号划拨工矿、仓储用地，面积为2758.4㎡，整

体九年租赁权拍卖， 起拍价年租金为35万

元整。

二、拍卖方式：

有保留价的网上增价拍

卖方式。

三、标的咨询与展示：

自公告之日起即

行咨询和展示。

四、 竞买报名手续：

自公告之日起至

2014年8月14日（星期四)17时止，凭有效证

件到本公司办理报名手续， 交纳报名资料

费500元，领取相关竞买资料。 报名时须交

纳竞买保证金20万元，并将竞买保证金汇入

指定账户，以实际到账为准。 竞买成功的买

受人履约保证金抵作成交价款， 未竞买成

功的竞买人保证金在拍卖会后五个工作日

内返还（不计息）。 开户行：上饶银行广信大

道支行 户名： 上饶市产权经纪服务中心

（结算资金专户）账号：203103090000002468

详情咨询：

13879358909蒋 15079303056黄

公司地址：

上饶市中山路银鹰楼407室

江西德瑞达拍卖有限公司

2014

年

7

月

16

日

上饶市信州区解放路132号工矿、仓储用地九年租赁权拍卖公告

饶产办

ggz2014-77

号

营业中水族馆合作或

转让，客源稳定。 上饶地区

总代理，具体面议，非诚勿

扰。 详询：18720599976

水族馆（鱼缸店）合作转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