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展出

即日起至8月1日，长沙市第一场现代
诗歌与抽象绘画作品联展《这个世界只有
一个这样的我———贺龙元 严博作品展》在
位于省展览馆内的湖南国画馆举行，共展
出四十余幅贺龙元现代艺术作品和十余
幅严博诗作， 本次展览由湖南国画馆主
办，湖南国鼎文化有限公司承办，免费向
市民开放。 ■记者吴岱霞实习生杨金平

省展览馆有场
免费诗画联展

招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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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费环境检测，这是个圈套

【揭秘】
“免费检测”不可信

芙蓉区一楼盘业主老贺最近装
修了房子， 装修之后就有环境检测
公司主动联系愿意提供免费环境检
测服务， 检测结果就是甲醛严重超
标，需要5000元的治理费。

对此，专家介绍，环境检测和环
境治理应该是分开的，而“免费检测”
往往是一个诱饵， 先检测后治理，治
理才是目标。因此，原本只是轻微超
标的室内环境，被“免费检测”后，就

会变成超标几倍、甚至几十倍。以此
来哄骗消费者，自掏腰包，进行有偿
治理服务。老贺的例子就很明显。

实际上，“免费检测” 不少都存
在虚报检测数据的情况， 这些企业
不是用专业仪器， 也不是在密闭空
间规范采样，而是拿着诸如测试管、
测试纸等这些只能定性不能定量的
设备，即时在 房间里测试就告知结
果，非常不科学，不可信。尽管检测
是免费， 但治理室内环境一般花费
少则几千，多则过万。

【提醒】
检测前须看企业CMA证书

96258环境检测专家指出， 从事
室内空气检测的机构须取得省级以
上质监部门的计量认证证书。消费者
在进行检测前，可以要求查看检测企
业是否有带有“CMA”的中国计量认
证证书，还 要看其检测范围，证书是
否在有效期内。

96258提示， 只有具有CMA资质
的机构出具的环境检测报告才具有法
律效应。

从即日起到8月底进行
空气检测即送价值198元的
T40净化炭包，进行空气治理
100平米以上即送价值1980
元的品牌空气净化机。

七月是装修旺季，
三湘都市报96258公
众服务中心本月陆续
推出“户户安全一重
礼”、“凉台衣架二重
礼”后，今天推出“室内
环境检测三重礼”

编者按

三湘都市报 96258公
众服务中心部分便民四
联单遗失， 单号如下，特
声明作废。
1231558、1231593、1232283、
1247976、1247952-1247975、
1231602、1231605-1231625、
1231549-1231550、
1232392/1232399、
1237961/1237970/1237973-
1237975、
12379771237685/1237688/1
237700、1237720、
1237930/1237935-1237937/
1237939-1237950、1249151

����三湘都市报96258
公众服务中心

2014年7月22日

遗失声明

现代人 80%的时
间在室内度过，室内污
染愈来愈成为人们关
注的热点。 新房装修
后，房主往往寻求环境
检测公司进行室内环
境检测，查看室内空气
是否达标，但鱼龙混杂
的室内检测着实让 消
费者无从下手。

活动
装修季三重礼

如果您家装修了新
房，可拨打96258，预约空
气质量检测及治理服务，让
您放心入住新房。大型宾馆、
酒店、娱乐场所、会议室等
空气检测治理，也可拨打
96258预约。

96258室内环境检测与治理工作人员对市民家中的空气质量进行监测。

7月26日（周六）
2014“缤纷盛夏”大型人

才交流会
（省展览馆北厅一、二楼）
7月30日（周三）
中国湖南人才市场“星

期三”人才交流会
（省展览馆北厅一、二楼）

■记者 刘璋景 实习生饶敏

活动

本报7月22日讯 三湘都
市报记者从水果之乡浏阳大围
山镇获悉，该镇2.4万亩果园丰
收，有晶莹剔透的黄金梨、汁多
肉美的桃子、 鲜红油亮的李子
等累累硕果。2014年浏阳大围
山第五届水果旅游节也将于本
周末（7月25日）拉开帷幕，欢迎
市民前来品尝。■记者吕菊兰

本报7月22日讯 2014
届毕业的长沙籍大中院校
毕业生请注意了，从昨天开
始，长沙市人才服务中心正
式启动应届毕业生就业报
到手续集中办理工作。

毕业生报到工作分为
两种， 即外市生源和本地
生源， 如已落实就业单位
的毕业生，可携带报到证、
毕业证、身份证、毕业生登
记表， 前往长沙市人才服

务中心办理报到手续。 而未
落实工作单位的， 需要前往
户籍所在地街道毕业生创业
就业服务窗口报到。

在目前的毕业生报到手
续办理过程中， 出现了部分
毕业生在报到前仍未注册个
人信息，造成重复排队、报到
手续不能快速办理的情况，
因此请广大高校毕业生在办
理报到手续之前， 及时登录
长沙人才网www.cshr.com.

cn�申报个人信息， 再根据网
站公布的报到须知带齐报到
所需相关材料后前往位于长
沙市芙蓉中路二段的长沙市
人才服务中心办理集中报到
手续。

长沙市人社局提醒，如
果毕业生没有及时到报到证
指定的机构办理有关手续，
会使自己的工龄、档案、保险
等受到影响。
■记者 刘璋景 实习生 饶敏

毕业生们，报到手续办好没
长沙市人才服务中心近期集中办理，别错过了

近期有两场
大型招聘会

根据工作需要， 长沙市
政府办公厅下属长沙市政府
电子政务管理办公室面向社
会公开招聘3名中级政府雇
员。 报名时间：7月28日上午
9:00— 8月3日下午5:00。报
名方式：登录长沙人才网。
■记者 曾力力 实习生 符欢

长沙市政府
电子办招3雇员

大围山办水果节

提醒

本报便民服务热线 96258
长沙市供水公司 85133333
长沙电力投诉 95598
长沙新奥燃气 95158
价格举报电话 12358
长沙市公共客运管理处 84303488
长沙城管投诉热线 88665110
国安网络 82772222

热线健康

“减肚子汤”最好别买

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网站22日
发布消费提醒，近期接到多起关于标识
名称为“减肚子汤”类产品虚假宣传的
投诉举报，提示消费者不要购买“减肚
子汤”类产品。 ■据新华社

冰箱定期除霜能省电

供电公司提醒广大居民， 夏季常
用电器省电有“窍门”：空调不应频繁
启动或关闭， 最好让空调处于稳定运
作状态；冰箱最忌内外热源，定期给冰
箱除霜也能省电。 ■据新华社

！

据新京报7月22日报
道，因航空管制，从7月20
日到8月15日，华东和华中
12个机场将有为期26天的
大面积延误。受影响的机场
包括上海虹桥、 上海浦东、
南京、杭州、合肥、济南、无
锡、宁波、青岛、连云港、郑
州、武汉等12个机场。

22日，三湘都市报记者
联系上长沙黄花机场相关
负责人，该负责人表示并未
接到相关通知，但长沙黄花

机场确实有部分航班延误。同
时，记者了解到，因为“上海两
大机场空中管制”，22日，长沙
前往上海的11趟航班有有6
趟延误或取消。

另据国内媒体报道，22
日，上海、济南、青岛、杭州等
城市出现大面积航班延误。

客服人员表示， 由于航
空公司、 机场等造成的航班
取消，旅客可到代售点、机场
相应航空公司柜台办理退
票。对于航班延误的，如果超

过了航空公司规定时间，可
找航空公司开具相关证明，
然后再进行退票。

业内人士提醒， 鉴于近
段时间飞机延误情况比较严
重， 旅客出行前可提前拨打
机场服务热线96777咨询。根
据经验， 空中流量管控常常
是在上午9时之后，计划乘飞
机出行的旅客可尽量乘坐9
点前的航班。同时，一旦遇到
长时间延误， 请尽早改乘其
他交通工具。 ■记者 潘海涛

黄花机场近期部分航班或延误

本报7月22日讯 7月31日至8月24
日， 2014泡泡巨人儿童嘉年华将空降星城
长沙，“巨人”来袭，恐龙出没。7月31日下
午， 三湘华声小记者俱乐部将带领10名小
记者一起免费畅玩嘉年华。

报名方式：加微信号xjzjlb（小记者俱乐
部 的 首 写 字 母 ）， 或 可 拨 打 电 话
18684883959报名参加。 ■记者黄京王卉珍

亲子

带孩子来参加
泡泡巨人嘉年华

秒杀

本周五晚， 由云南著名合唱指挥林枫
先生创办的昆明剧院红叶少年合唱团将在
湖南大剧院带来《乘着歌声的翅膀》合唱演
出。本报联合主办方送票10张，关注好玩俱
乐部（微信号：HwFunClub）官方微信，即
可参与抢票。 ■记者 黄煌 实习生 郭丽文

云南合唱团来长
本报送票10张

提醒
尽管高铁也会因为故障也出现延误， 但设备故障毕竟是偶

发事件。而且，一般两三个小时能够修复。
另外，高铁受天气影响的程度也要小一点。

根据经验，空中流量管控常常是在上午9时之后，计划乘飞
机出行的旅客可尽量乘坐9点前的航班。

业内人士提醒， 鉴于近段时间飞机延误情况比较严重，旅
客出行前可提前拨打机场服务热线96777咨询。

鉴于暑期可能发生的各种延误， 建议大家出行当天不要再
一环套一环排太多行程。不然万一晚点，错过的会更多、更被动。

暑期出行本报给您四个建议

高铁还是相对靠谱

如果选择飞机
尽量选择早班机

及时了解航班动态

出行当天行程
不要排得太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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