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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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省本周将开展义诊活动

记者9月15日从省卫生计生委获悉，9
月14日至20日，全省统一启动“服务百姓健
康行动”大型义诊活动周。届时，全省各市、
县市区的1个以上公共场所将开展1天义诊
活动。

■记者 洪雷 通讯员 梁昌标

芙蓉区将拍卖21台公车

记者9月15日从长沙市芙蓉区获悉，该
区21台公车将于近期拍卖。 有意竞买的市
民， 可携带本人身份证原件到芙蓉区远大
一路1259号看车， 于22日17时前办理竞买
登记手续，登记时需有效身份证件，并交纳
保证金。 ■记者 陈月红

199元，让你家老鼠蟑螂一扫光

天气热，长沙文运街的胡小姐敞
着窗睡觉，没想到，床上来了不速之
客———蟑螂，吓得她一夜都不敢睡觉
了。次日，男朋友赶来，两人掀开床板
一看，蟑螂四处逃窜，他们用脚踩、用
药喷，蟑螂很快逃得没影了。没辙，他
们只好拨 96258，预约除虫灭害服务。

96258 除虫灭害的宋师傅根据
蟑螂的粪便密度和数量， 确认蟑螂
的活动轨迹和范围， 逐一在这些地
方点涂上灭螂胶饵。“这是为蟑螂量
身定做的，蟑螂吃了后会口渴，跑去
饮水时，多半死 在下水道，其他活蟑
螂吃了死蟑螂，也会被毒死，不用花
时间清理死蟑螂。 ”

临走，宋师傅提醒，蟑螂身上带
有细菌，不要随便碰它们，如果用脚
踩，细菌可能随着鞋子四处传播。 为
此，灭蟑螂最好请专业人士。

蟑螂号称“小强”，打不死、赶
不走，尤其到了夏天，是蟑螂的繁
殖期，室内的温度、湿度很适合蟑
螂活动，还有食物容易腐坏，更容
易招惹蟑螂。

9月 11日—19 日，前 10 名预约灭鼠灭蟑螂的家庭用
户，可享受 199元包年服务（灭老鼠或灭蟑螂）。其余凡在活
动时间内预约客户，可享受原价 9折优惠或延保三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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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258 提醒， 市民要注意家
居卫生，如遇蟑螂横行，尽快拨
96258，请专业的灭蟑师傅上门！

★

收费合理不坑人，服务态度还蛮好
家电维修 还是96258靠谱

“还是 96258家电维修服务态度
好，且收费实惠不宰人，真的很靠谱。”
鲁先生特意打进 96258感谢便民家电
维修师傅。

原来是年初鲁先生买某品牌电视，
商家送机顶盒， 可是机顶盒用了不到几
个月就坏了。“拿去找商家维修， 商家态
度十分不好， 看都没有看， 开口就要价
150元。”鲁先生觉得服务态度差，决定找
其他地方试试，朋友说96258家电维修不
错，于是就拨打电话预约维修。

谢师傅经过一番仔细检查，发现只
是机顶盒主板电容器件损坏，导致电路
出现故障。随后，谢师傅找来新的电容
器件进行更换，插上天线，电视机马上
显示出彩色画面。

“人工加上材料，总共只收50元。”
鲁先生称，96258家电维修不仅技术
好，整个服务过程态度好，收费明码标
价不坑人。

★96258家电维修服务，始终坚守承诺：第一时间
联系客户并尽快到达现场；无零配件或技术、设备等
原因不能修复的，不收任何费用；维修后，非客户人为
造成的同样故障，包括所更换的零配件，免费保修3个
月……遇上家电故障，市民不妨拨打96258预约。

豪客来新菜单美味升
级，2014年全新28款新品
隆重登场， 哪款让你眼馋
心动？ 小编爆料豪客来官
方微信正在进行新品活
动，发放多多优惠券，人人
有机会免费试吃。

据悉，9月17日，豪客来

推出丰富的28款新品。主打的
帕玛森风味芝士牛排，将芝士
之皇的浓郁风味和鲜嫩肋牛
肉完美结合，足具王者风范；添
加全新的主食种类———4款意
面和3款西式饭类, 给豪客来
的肉食饕客更加丰盛的选择。
快来感受巴塞罗那风情海鲜

意面和马德里风情海鲜烩饭
带来的浓浓欧陆风情吧！

同时还有甜蜜的英伦布
丁及法式芭菲、 香脆黄金虾
等多款明星小食、 路易波士
珍珠奶茶等缤纷饮品， 让您
在品尝大餐时再多添一份满
足好心情。9月17日新品上市
期间， 豪客来官方微信端还
开展了试吃达人活动，100%
得新品试吃免费券， 还有机
会得2000元礼券！

豪客来带您品尝28款新品
微信放送多多优惠券，快来争当新品试吃达人

今日起， 长沙至南昌可坐高铁出行
了。9月15日，记者从广铁集团获悉，沪昆
高铁南昌至长沙段将于16日开通运营，其
中，二等座票价为157元，一等座264.5元，
特等座299元。届时，南昌至长沙的铁路运
行时间将由目前最快的3个半小时缩至90
分钟， 原长沙至南昌之间开行的D字头动
车将停开。

■记者 潘海涛 通讯员 刘毅 李镁铭

本报9月15日讯 今天
是启用新版港澳通行证首
日， 长沙市公安局人口与出
入境管理支队办证大厅出现
了市民扎堆办理新证的现
象。据长沙市公安局数据，当
天全市总受理量3519本，其
中电子港澳通行证1451本。

长沙市公安局人口与出
入境管理支队出入境审批科
副科长吴卓艺建议， 近期没
有出行需求的市民， 申领新
证最好避开本周至国庆节前
的办证高峰期。

同时，吴卓艺表示，申请
人无需受户口所在辖区限
制， 可前往长沙市公安局人
口与出入境管理支队办证大
厅以及各区、 县市公安局人
口与出入境管理大队办证大
厅跨区办理。 省内流动人口
只需要带上居住证、 户口本
和身份证原件并交验复印
件，就可以递交申请。

■记者 黄娟 通讯员 施亮

新版港澳通行证全面启用
换证首日市民扎堆 如暂不出行，请错开国庆前办证高峰

新版电子港澳通
行证启用后， 出入境
管理部门将不再签发
本式往来港澳通行

证。 本式往来港澳通行
证在有效期内可以继续
使用， 持证人可继续申
领旧版贴纸签注。

变化一： 本式变
卡式， 且证件内含有
芯片， 用于储存个人
资料、指纹及证件、签
注签发管理等信息。

变化二：指纹采集
增加安全性。 不过，16
周岁以下的申请人是
否采集指纹根据其监
护人的意见确定。

变化三： 自助通关
方便出行。留存指纹后，
符合条件的持证人在通
关时即可使用自助查验
通道。

变化四：有效期分两
种。申请人年满16周岁的
签发10年有效通行证；未
满16周岁的签发5年有效
通行证。

旧版通行证还能用吗？
在有效期内可继续使用

新版通行证有何变化？
为内含芯片的卡片，可自助通关

服务提醒

沪昆高铁
长沙至南昌段今日运营

高铁

拍卖

本报9月15日讯 开学近半个月来，龙
骧巴士公司旅1车队捡到学生遗失的身份
证和银行卡、校园卡竟然有80多张。今天
上午， 龙骧巴士公司旅1车队值班线长梁
立舜联系本报， 想请近期乘坐了该路公交
车且不慎丢失了物品的同学前来认领，并
提示学生们别太粗心了。如果你近期在旅
1公交车上丢失过物品，可以咨询旅1路公
交调度室认领，电话：0731-89679265。

■记者 李琪 实习生 朱甜甜 张晶晶

开学季仅半月
公交失物招领猛增

■制图/杨诚

G1602次 10:45长沙南站开 12:33终到南昌西站
G1604次 13:40长沙南站开 15:21终到南昌西站
G1606次 17:35长沙南站开 19:09终到南昌西站
G1608次 19:30长沙南站开 21:04终到南昌西站

长沙始发至南昌高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