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提醒

11月19日，长沙市八一路附近，某店铺老板在路边搭建了
一个三角形架子晒腊味，腊味排列酷似一个“金字塔”状，不得不
说老板真有才。 记者 武席同 摄

爱吃薯条别贪嘴
一月最多吃2次

本报11月19日讯 喜欢吃
油炸食物的朋友注意了！ 美国
食品药物管理局最近公布新的
注意事项，毒性化学物质“丙烯
酰胺”可能致癌，其中以薯片和
油炸薯条里含量最多， 另外像
面包、饼干也都会有。因为丙烯
酰胺大量存在于碳水化合物
里， 只要经过120度以上的高
温就会释放。

省人民医院有关专家称，
其实不止油炸、烧烤类食品，就
连烘焙过的咖啡豆都要小心，
尤其是烤焦的部分， 丙烯酰胺
含量最多。不过专家也提醒，丙
烯酰胺可以经由人体代谢，只
要少吃，就能降低患癌风险。像
油炸薯条、油条等，一个月最好
不要吃超过2次。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吕菊兰

（湖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2013年 11月 19日）

排列 3、排列 5
第 13316期 本期投注额：17841088元

奖级
直选
组选 ３
组选 ６

中奖注数（注）
8797
0

17184

单注奖金（元）
１０００
３２０
１６０

8 3 2中奖号码

08 3 2 4中奖号码

奖 级 中奖注数（注） 单注奖金（元）
一等奖 17 100000

2 83 5 6

7星彩
第 13136 期 本期投注额：15736182元

奖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中奖注数(注)
2
63
330
3319
35162
381158

单注奖金(元)
5000000
5574
1800
300
20
5

中奖号码 9 5

5000000元奖金滚入下期一等奖奖池。

今日开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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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的小票助粗心乘客
手机失而复得

近日，李女士乘坐湘涂出租湘
AT8218从长沙时代帝景至四医
院，下车时不慎将手机遗失在车后
座， 手机遗失后李女士非常着急，
立即拿出小票拨打公司电话，公司
接到电话后 ， 马 上联 系上 湘
AT8218的当班驾驶员林育明，李
女士当天下午就拿回了手机。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刘玲玲

长沙 �11～21℃ 阵雨转晴
株洲 10～19℃ 多云
湘潭 11～19℃ 小雨转多云
衡阳 12～20℃ 阵雨
岳阳 11～18℃ 阴转多云
益阳 11～19℃ 多云
常德 11～19℃ 多云
娄底 11～17℃ 阵雨
怀化 10～18℃ 阴转小雨
邵阳 11～17℃ 小雨转阴
郴州 11～20℃ 多云
永州 11～19℃ 小雨
吉首 11～15℃ 阴转小雨
张家界 10～19℃ 阵雨转多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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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

腊味“金字塔”

城市表情…

本报11月19日讯 买
了新车， 想选一个自己喜
欢的个性车牌， 自编自选
时却发现看得上的车牌全
挂在了别人车上， 不少长
沙车主都反映自编自选车
牌面临无牌可选的窘境。
对此， 长沙市车管所今日
推出市区新的车牌自编自
选号码编排方式， 全新号
段共有345600副号牌。

新增近35万副号牌

2008年底， 长沙市车
管所启用了多组自编自选
号段，投入了近58万副号牌
供市民自选。 截至今年11
月18日，只剩下6.8万副。

此次推出的全新号段
共有345600副号牌。 启用
号段为： 湘A·A0A01-湘
A·Z5Z99。 自编自选号码
第一个字母从A-Z（字母
O、I不可用） 可自由选择，
第二个数字从0-5可自由
选择， 第三个字母从A-Z

（字母O、I不可用） 可自由选
择，第四、五个数字从01-99
可自由选择。

目前，长沙各车管分所及
汽车4S店登记服务站均设有
自编自选号牌选取机，城区共
有22台机器方便市民选车牌。

巧用“任意”键选牌

“自编自选车牌有时间限
制，提前做好功课，巧用‘任
意’ 键， 对于编选车牌很重
要。” 潇湘车管分所所长黄俊
称，每次选号时间为3分钟，如
超过3分钟未选定号牌的，自
选机将自动退出，10分钟后才
能再次选号。

黄俊建议，确定自己想要
的字母和数字后，编号时可以
用“任意”键代替其它字母或
数字，机器将会筛选出全部符
合条件的车牌号码让你选。你
只需在规定时间内，选出最喜
欢的车牌即可。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黄娟

实习生 吴清杨

本报11月19日讯 自
主预约机上，驾考学员短短
20秒就能预约到在驾校排
队十天半个月才能参考的
科目三考试。长沙交警投放
4台自主预约机， 供长沙20
余万驾考学员自主预约驾
考场次。本周末，驾考中心
将安排科目三自主预约考
试专场，让1200名通过预约
机成功预约的考生参考。

“现在投放了4台自主
预约机， 以后逐步增加，除
去考试中心的， 全市103所
驾校保证每所有一台。”交
警支队驾管科民警邓韬称，
用自主预约机报名时，学员
本人凭身份证刷卡上机，系

统将发送验证短信，输入手
机验证码后，就可查询考试
计划，进行预约考试。报名
申请经驾管科审核后，一天
后会通过手机短信告知学
员考试时间。

值得注意的是，参与本
次专场考试的必须是已经
考完科目二，需要进行科目
三考试的学员。而且要提前
至少3天由学员本人到自主
预约机上凭身份证操作，约
满为止，预约截止日期为20
日。 学员自主预约成功后，
要及时与所在驾校联系。

邓韬提醒，学员如果用
自主预约机申请后，遇到特
殊情况不能参加考试，必须

提前到驾管科取消预约，否
则将按缺考处理，考试成绩
为不合格。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黄娟 实习生 吴清杨

35万副车牌供你自编自选
新启用号段：湘A·A0A01—湘A·Z5Z99����支招：巧用“任意”键选牌

除了自编自选还有以
下两种方式选车牌。

第一种是在各车管分
所窗口直接拍号。 号码随
机滚动，10个号牌号码车
主可任意选取其中一块。
30秒之内车主应确定号牌
号码，如未选定，系统将自
动默认为第一个号码，这
种选号方式剔除了尾数为
4的号码。

第二种是新车注册可
利用互联网登录网站“湖
南交警一网通” 车辆业务
网络服务平台自主选定号
牌。 这类号牌的排列方式
以4个数字加最后一个英
文字母组成。 在车辆进入
注册程序后， 车主根据购
车资料网上编号， 凭受理
密码到车管所确认号码。

选车牌
还有这两种方式

… 小贴士

嫌排队太慢？ 来预约机自主预约驾考
长沙已投放4台，预约后不参考需提前取消，否则视为不合格

安装有自主预约终端
机的考场地址有：

驾考中心考场：望城区
普瑞大道

星沙考场：星沙镇漓湘路
麓谷考场：麓谷工业园

区文轩路
金霞考场：开福区芙蓉

北路（开福区政府北侧）

省外高校来湘艺考
湖南设7个考点

本报11月19日讯 2014年，
部分省外高校将在我省设点组织
艺术类专业考试，中南林业科技大
学、湖南科技职业学院、长沙环境
保护职业技术学院、 长沙师范学
院、湖南师范大学、湖南艺术职业
学院、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
等都是考点，考生可登录“湖南招
生考试信息港”查询。校考时间为
2014年1月中旬至2月。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贺卫玲

高招…

芙蓉北路浏阳河大桥北
明日停水

为配合长沙市政管网配套设
施建设，市供水有限公司将于11月
21日9点-14点进行芙蓉北路改管
并网工作，届时开福区芙蓉北路浏
阳河大桥以北地区将停水，福元西
路沿线两厢地区水压、 水量将减
小，请用户做好储水准备。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张颐佳

停水…

曝光台…

11月长沙违停名单公布

本报11月19日讯 今日，长沙
市城市管理和行政执法局发布本
月来该市违章停车名单，共有30名
车主被贴罚单。

城管提醒车主，如果违停被锁
车或拖车， 应在6个半月内到相应
区域的城管部门处罚中心缴纳
100元罚款。超过规定期限拒不接
受罚款或违章次数较多的，可能被
法院强制执行，并收取滞纳金。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吕菊兰

具
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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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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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9万元大奖
花落衡阳

本报11月19日讯 今晚，
双色球第2013136期开奖，红
球 号 码 是 04、06、14、16、18、
26，蓝球号码是06。全国共中出
12注一等奖， 单注奖金为709
万元。 我省衡阳彩民摘得1注，
中奖地址为衡阳市石鼓区五一
路十号的43042018福彩投注
站， 这也是我省彩民今年中得
的第41注双色球一等奖。

当期全国还开出139注二
等奖，其中我省彩民中得5注超
值二等奖，单注奖金为16万元。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侯小娟

通讯员 游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