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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链接：
据耳鼻喉诊疗中心覃艾球主任介绍，

耳鼻喉诊疗中心是国防科大医院重点发展
的学科之一，中心引进耳鼻喉内窥镜系统、
杰西等离子治疗仪、微波治疗仪、耳鼻喉综
合诊疗台等先进设备。 耳鼻喉中心专业细
分为：过敏性鼻炎专科、鼾症专科、耳科、鼻
科、咽喉科五大特色专科，是我省最专业的
耳鼻喉诊疗中心。

国防科大医院“秋季耳鼻喉疾病免费普查活动”

免费咨询电话：400-0822-120�������0731-89787373�（节假日照常上班）
地址：长沙市德雅路 109 号（靠近国防科大东门），可乘 113�，131�，303�，704 路公交车，在德雅村站下车即可

普查时间：8 月 12 日———9 月 12 日
�������热烈庆祝解放军总医院远程医学国防
科大医院站点正式开通。 恰逢秋季耳鼻喉
疾病高发季节，医院于 8 月 12 日———9 月
12 日期间特推出“秋季耳鼻喉疾病免费普
查活动”。届时，国内知名耳鼻喉专家将莅
临国防科大医院为广大耳鼻喉疾病患者
提供免费普查。活动期间将为耳鼻喉疾病
患者免费提供耳内窥镜、鼻内窥镜、咽喉
内镜检查、听力测试、普及耳鼻喉疾病防
治知识。

������诊疗范围：
耳科：耳鸣、听力障碍、中耳炎、听

力检测、鼓膜修补、眩晕康复等。
鼻科：急、慢性鼻炎、鼻窦炎、嗅觉障

碍、鼻中隔偏曲、鼻息肉、鼻出血等鼻内
窥镜微创手术。

咽喉科：急、慢性咽喉炎、扁桃腺炎、
腺样体肥大、吞咽障碍、会厌炎、声带息

肉等咽喉内镜微创手术。
鼾症专科：采用低温等离子技术、咽

腭成型技术、 腭前移技术专业解决睡眠
时气道阻塞引起的打鼾（打呼噜）。

过敏性鼻炎专科： 常年性过敏性鼻
炎、季节性过敏性鼻炎、间歇性过敏性鼻
炎；同时开展过敏原测试、过敏性鼻炎脱
敏治疗。

8月30日，多家国外媒体关注了同一
则消息———一名中国富豪打算斥资约1
亿美元， 在冰岛购买300平方公里土地，
用于修建豪华酒店和生态度假村。 目前
该投资计划在中国国内进入审批程序，
期限为6个月，冰岛方面也在履行类似的
审批程序。

东北部购买私人土地
媒体称， 中国商人黄怒波已经和冰

岛有关方面接洽， 将在该国东北部地区
购买300平方公里的土地。

据悉， 这片土地是黄怒波和冰岛的
私人土地拥有者之间达成的协议。 不过
由于涉及外国人买地行为和一小部分土
地的政府所有权，所以按照该国法律，还
需要冰岛政府的批准。

黄怒波本人曾有在党政机关工作的
背景，喜欢探险，曾到过南北极，也曾攀
登过珠穆朗玛峰。

外媒变相提中国威胁论
黄怒波买地大约花费880万美元，

300平方公里算下来， 每亩地价格仅20
美元，此后数年内，他还将在这片土地上
投入大约9200万美元， 建设豪华酒店和
生态度假村。据悉，购买的土地里有一条
该国最大的冰川河流。而且，这片土地靠
近冰岛最大的国家公园， 附近有一个深
水港口。

英国媒体分析称， 这笔交易可能会
让中国在冰岛获得战略立足点， 便于让
中国进入当地深水港。 军事问题专家张
博认为，这种分析没有道理，是中国威胁
论的变种。“中国目前还没有太多精力和
成本， 到万里之遥的冰岛开拓战略立足
点。这不符合中国目前发展的现实，以及
中国老百姓的利益取向。”

冰岛政府态度各异
冰岛政府内部目前正在评估这桩交

易。冰岛在金融危机中受到巨大影响，非
常希望吸引外国投资。

冰岛外交部称, 黄怒波买地主要是看
中自然资源保护，并准备发展生态旅游。

冰岛政府内部也有质疑声。 该国内
政部长奥格门德尔·乔纳森要求政府慎
重考虑。他说，黄怒波购买的土地太大，
相当于冰岛国土面积的0.3%。

冰岛工业部长卡瑟林·朱利斯多提
尔认为不值得大惊小怪。“外国人已经拥
有我们相当多的土地了， 没什么可害怕
的。”

■综合新华社、新京报

20美元一亩，中国富豪买0.3%个冰岛
买了300平方公里欲建度假村，正等待审批 引发冰岛政府内部激烈争议

黄怒波8月31日通过新华社记者发
表声明称， 到冰岛购地开发投资是纯粹
的企业行为，完全出于商业目的，与政治
企图毫无关联。

面积10.3万平方公里的冰岛， 是欧
洲第二大岛，位于北大西洋中部，北边紧
贴北极圈， 被认为是欧洲和北美之间极
具战略重要性的位置。 这个人口仅32万
的国家， 因为全球变暖可能令北极航线

有望实现而不断提升价值。 北极航线将
成为亚欧之间最短的海上航线。

黄怒波说，选择冰岛投资旅游，不仅
是看到其优良的自然资源， 更是因为看
到了当地的落后和亟待开发。“那里风光
好，但是很荒凉。”而这，恰恰贴切了喜欢
探险和写诗、 具有浪漫气质的黄怒波的
味蕾。

■据新华社

新西兰报联社8月31日播发最后一
则新闻后将正式关闭， 为这家新西兰国
家通讯社131年的新闻历程画上句点。

新西兰报联社近年努力转换传统经
营理念和格局， 无奈难敌数字化浪潮和
媒体整合的联手出击，败下阵来。

新西兰报联社创建于1880年，总部
设在首都惠灵顿。 作为新西兰国家通讯
社，它全天24小时不间断向新西兰各家
平面媒体传送国内外新闻，获称“新西兰
新闻界之声”。

英国《卫报》评论，身为通讯社，新西
兰报联社的传统业务是向报纸、 广播等
新闻载体提供稿件服务。 在上世纪八九
十年代的“全盛期”，报联社拥有70多家
新西兰平面媒体用户，在美国华盛顿、英
国伦敦、 澳大利亚悉尼和新加坡等地设
有驻外机构。

■据新华社

运行131年
新西兰国家通讯社关闭

美国阿拉斯加州一家法院8月29日
裁定一名体罚俄罗斯养子的美国母亲
虐待儿童罪名成立，判处她180天监禁，
缓期执行。俄罗斯政府8月30日回应，判
决结果无法令俄方完全满意。

美国女子杰西卡·比格莱现年36
岁。她去年参加心理类电视栏目《菲尔医
生》 时允许电视台播放一段自己体罚7
岁俄罗斯养子的视频。视频中，比格莱
强迫养子吞食热果酱、洗冷水澡。

这段视频曾在美国引发争议，在俄
罗斯激起民愤。比格莱随后在美国遭到
起诉。 ■据新华社

美国母亲
体罚俄罗斯养子引争议

在冰岛购地是看重开发价值，与政治无关
“那里风光好，但是很荒凉”

回应

延伸阅读

中国买家的海外买房热情，引起发
达国家媒体关注。英国华媒《华闻周刊》
近日报道，华人在海外买房置业的规模
越来越大。 一位英国房产经纪表示：“5
年前我手头上的客人95%是工作在伦敦
的企业高管，如今75%是中国投资者。”

中国富豪在海外扫房可形容为“如
狼似虎”，从以下报道可见一斑。2010年
10月14日，有媒体报道称：“中国买家花
4.8亿美元在美国买了约8000套公寓”。
据了解，刘先生出生在中国，现在是美
国公民， 他用4.8亿美元左右在美国买
了约8000套公寓，从一个无名之辈一举
成为美国租住公寓楼的最大买家之一。
他还做了一笔交易，以自营公司的名义
支付了约1.33亿美元现金买下美国凤
凰城地区的7座公寓楼。

■据中华工商时报

4.8亿美元
在美国买8000套公寓

奖级 中奖注数（注） 单注奖金（元）

一等奖 6895 60
生
肖
乐 下期奖池：30229437.84元

下期奖池：25254149.41元

超级大乐透第 11102 期
本期投注额：82689764元

超
级
大
乐
透

中奖号码：19�24�28�31�34�+�04�12
奖级

1
0
19
4
45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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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3977
1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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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790
576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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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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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28
11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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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50
10
5
5

一等奖
一等奖（追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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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等奖（追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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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等奖（追加）
八等奖

中奖注数（注） 单注奖金（元）

短信查询体育彩票开奖号码， 移动发 CP到 1066125666，
小灵通发 CP到 10661256，联通发 CP到 10621956，包月
定制 6元 /月，咨询电话：0731—84429019。

湖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2011年 8月 31日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公告

排列 3、排列 5第 11236期
本期投注额：23188356 元

中奖号码 7� 3� 7
投注类型 全国中奖注数(注) 单注奖金（元）
直选 23580 １０００
组选 3 20805 ３２０
组选 6 0 160

中奖号码 7� 3� 7� 2� 7
奖 级 中奖注数(注)� � � � � �单注奖金(元)
一等奖 61 100000

排
列
３

排
列
５

22选 5第 11236期 本期投注额：1872950元

奖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中奖注数（注）
28

3102
50902

单注奖金（元）
18147
５０
５

中奖号码：02 06 08 19 20

田园诗般的冰岛很对黄怒波的口味。 (资料图片)

黄怒波身价50亿。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