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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20台治疗仪帮助脑瘫儿童
8月2日， 长沙心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举行“美丽女性青春爱心慈善会”，向省残
疾人福利基金会捐赠10万元， 购买20台治
疗仪帮助脑瘫孩子康复。 ■记者 张文杰

《浏阳河九道湾》发行
一曲《浏阳河》唱遍大江南北。8月

1日，由长沙市委常委、宣传部长张湘
涛主编的书籍《浏阳河九道湾》正式出
版发行。 ■记者 王文

中德学生奏响友谊之声
8月3日，“中德友谊之声专场音乐会”

举行，来自长郡中学的学生交响乐团、合唱
团与德国斯图加特音乐学校交响乐团奏响
了一场高雅艺术盛宴。 ■记者 贺卫玲

动政务 态

隔热膜助你凉爽度酷暑
拨本报热线 96258预约窗贴隔热膜服务

长沙夏日酷热难忍， 去年夏
天连续二个月就曾不下一滴雨。

您家是否因烈日曝晒闷热难
耐？ 您家是否因空调长时间高负
荷运转，支出高额电费？

拨打 96258， 预约窗贴隔热
膜服务， 轻松阻隔 79%的太阳热
量，让您家凉爽一夏。

长沙市星沙筑梦佳园 7 栋
2601室徐先生家正当阳， 一到夏
天就闷热不已， 白色家居都被晒
得有点褪色了。2013年 7月初，徐
先生通过 96258 试贴了 10 余平
方米的隔热膜， 他发现隔热效果

十 分明显。“贴膜的房间，白天不
拉窗帘也不会曝晒， 既能保护隐
私，又不用担心光线的问题，空调
运转频率明显降低， 室内也保持
舒适的温度。

昨日 ， 徐先生再次拨打
96258， 打算把家里其他房间还有
父母家房子的窗户都贴上隔热膜。

96258 推荐的隔热膜能有效
阻隔 79%的太阳热量和 99%以上
的紫外线， 使用寿命可达 25 年，
并提供长达 10年的质保服务。 接
受完服务后， 请向工作人员索取
便民服务卡， 这是我们进行服务

质量监督和投诉处理的重要凭
证。

8 月 1 日至 8 月 10 日期间， 您只要随手拍下
96258 清洗师傅空调清洗工作照，并附一句评价，发送
至三湘都市报 96258 公众服务中心微信或者发微博并
@三湘都市报 96258。即有机会获得千元大奖！详情请
关注三湘都市报 96258官方微信、微博。

此外， 在 8 月 1 日至 8 月 10 日期间拨打 96258 预
约空调清洗即可获得价值 18元空调清洗剂一瓶。

价格表
型号 SOL150����������������������IR50���������������������MIR501
颜色 金属灰 蓝香槟色 金色
原价 228元/m2�����������������358元/m2�����������������258元/m2

96258活动价 186元/m2�����������������286元/m2�����������������206元/m2

★隔热膜预
约十个平方以
上， 送空调清洗
（挂机）一次。

“拍”立“得”
拍下幸福 赢好礼

本报8月3日讯 8月， 长沙市将有多
个规章文件实施。

名称：关于加快推进两型住宅产业化
的意见，8月10日起实施

核心内容：高层建筑施工进度达到6层
以上（含6层），并已确定施工进度和竣工交
付日期，可办理《商品房预售许可证》。业
内人士称，按建一层8-9天时间计算，两型
住宅至少可提前一个月预售。

名称：关于加快推进光纤宽带网络建
设和发展的意见，8月1日起实施

核心内容：在住宅小区、商住楼、办公
楼等新建、扩建项目的审批中，明确为光
纤宽带建设预留管道、设备间、电力配套
等资源， 所需投资纳入建设项目概算。房
地产开发建设单位、物业服务企业不得收
取任何费用和有其他阻挠改造的行为，并
积极配合光纤入户改造工作。

名称：关于加快北斗卫星导航应用产
业发展的意见，8月3日起实施

核心内容：到2016年，初步形成产业
集群，培育产值过10亿元企业2-3家，产值
过亿元企业30家， 实现销售收入过100亿
元；到2020年，形成一个新的千亿级产业
集群。3年内， 市政府每年安排5000万元，
作为产业发展专项资金。

■记者 曾力力 实习生 符欢 胡珈玮

本报8月3日讯 今晚，
第十三届“汉语桥”世界大
学生中文比赛收官。 从来
自87个国家126位选手中
脱颖而出的施茉莉、 洛莲
娜、马明远、成洧先和雷鸣
达一路过关斩将， 分获美
洲、大洋洲、非洲、亚洲和
欧洲赛区的冠军， 并参加
今晚总决赛。最终，凭借突
出的表演、 语言表达和汉
语功底， 巴西选手施茉莉
获得今年的总冠军。

韩国“宋丹丹”爱春晚

决赛的第一部分———
《新丝绸之路》， 是由三场
决赛的户外真人秀改编浓
缩而成。现场，韩国选手成

洧先遇到了由唐国强扮演的
诸葛亮，当问到“中国最快的
人是谁时”，她机智地答出是
“曹操”，因为“说曹操，曹操
到”，且一口气背出了中华二
十四节气。

成洧先在小学一年级时
随父母来青岛， 在中国一呆
就是3年。她笑言是宋丹丹的
粉丝， 在看到1999年春晚上
的小品《昨天今天明天》之后
就爱上了宋丹丹， 能将她的
各个作品模仿得惟妙惟肖。
回韩国后， 成洧先将收看中
国春晚作为自己学习中文的
重要环节。到了大学，她也毫
不犹豫选择了中文系。“中国
是一个很有魅力和文化底蕴
的国度， 我希望将来能在这
里实现自己的人生梦想。”

“洋帅哥”痴迷《诗经》

欧洲赛区的冠军雷鸣达
来自俄罗斯，说起这个名字，
金发碧眼的“洋帅哥”十分自
豪：“希望自己能够在汉学界
有雷鸣般的成就。”

“学霸”是大家对雷鸣达
的评价，在中国文化中，他最
爱研究先秦文学，《诗经》和
《左传》是他印象最深刻的作
品。对于中国人来说，这些作
品都不是那么容易理解，那
对于雷鸣达来说， 这更是一
个巨大的挑战。他说，虽然学
习中国古代文学是非常难的
事情，但只要有兴趣，而且找
到了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
就不是难事。
■记者 黄京 实习生 马倩岚

“汉语桥”世界大学生中文比赛收官
韩国“宋丹丹”爱看中国春晚长沙多个民生规章

8月起实施

本报8月3日讯 一条微
信举报，几天跟踪调查，今天
凌晨4点，这辆与7·19事故肇
事货车极为相似的车辆被湖
南高速交警拦截， 驾驶人涉
嫌非法运输危爆物品。

面对民警询问， 驾驶人
起初咬定运送的是烧菜用的
东西，不是危险物品。在民警
一再追问下， 最终承认运送
的液体为3.7吨甲醇， 属于易
燃物品， 且该车无运输危险
物品资质， 驾驶员没有从业
资格证，无押运员，属于典型
的非法从事危化品运输的违
法犯罪行为。 ■记者 王为薇

查处

无证司机
高速运甲醇

本报8月3日讯 长沙县
人民法院8月1日开庭审理一
起生产有毒、有害食品案，一
名黑心老板因使用致癌的
“无根水”培植豆芽，并将毒
豆芽进行贩卖，获刑一年，并
处罚金2万元。

从2010年起， 张晴注入
有毒的“无根水” 来培植豆
芽， 并将生产出的豆芽交给
丈夫销售，直到今年3月被警
方抓获。“我只念了小学，只
知道无根剂能培植出豆芽，
自己家都经常吃。”张晴在法
庭上如是说。 ■记者 潘显璇

通讯员 刘曦阳

产售毒豆芽
获刑一年

本报8月3日讯 社区
治理如何简单化？ 怎样发
现最民生的问题？ 用什么
办法落实解决？ 长沙市雨
花区近日发起“全区找茬”
式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
动，10个街道筛选出38个
“老大难”问题，举行交办
会。 这种特别的社区治理
方式在长沙市属首创。

5月中旬，雨花区群工
办工作人员便开始在10个
相对困难的街道摸底，确
定了78名特困群众最迫切
需要解决的38个问题，涉
及区民政局、城管局、环卫
局等。

在副区长邹犇淼的主持
下，38个民生问题全部现场
交办，13个部门领到了“任务
卡”。“办结有相关期限，责任
单位要明确承办负责人，对
能够解决的问题一定要在3
个月之内基本解决。”区委副
书记汪娟表示。

为更好地服务群众，雨
花区还将原有的224项行政
审批项目精简至65项， 行政
审批提速75%以上。 每个社
区设置群工站，每月安排1天
时间为信访接待日， 每名群
工队员联系一名重点信访对
象。
■记者 李琪 实习生 阳仑

全区找茬，13部门领“任务卡”

本报8月3日讯 日前， 西非埃博拉疫
情引发全球关注。长沙市疾控中心今天发
出提醒，目前，香港疑似病例已经被排除
感染埃博拉病毒的可能，中国公民无需对
疫情恐慌，但市民到非洲旅游、工作还是
要提高警惕。从非洲国家归国人员，要及
时到出入境检疫部门体检，出现不适及时
就医。 ■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谢丹

非洲游后请及时体检

疾控
本次社区“民

生问题”的交办会，
只是10个街道中筛
选的部分问题。如
果你居 住在 雨 花
区， 社区中也有问
题难解决， 可拨打
0731-85880479， 向
区委群工办反馈。

发现社区问题
可及时反馈

互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