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月13日，教育部国家语
委语言文字报刊社、《陈翔四
力法》 全球书法速成教学总
部联合推介会在湖南长沙举
行，陈翔现场教授“零基础书
法速成”。据长沙微云端文化
传媒有限公司负责人宋巍巍
介绍，今后将与学校合作，以
类似“国学班”的形式开班。

■记者 侯小娟

零基础练好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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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天蓝环境设备有限公司遗
失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芙
蓉分局 2012年 3月 26日核发
的注册号为 430102000152603
的营业执照正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阳光靳江投资开发有限公
司 ： 我 会 受 理 的（2011）长 仲
字第 441、521 号申请人朱家璧、
湖南汇中投资置业有限公司与
你司以及被申请人湘西自治州
拓展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陈湘
之间的借款合同纠纷仲裁案现定
于 2014 年 11 月 18 日上午 9 时、
11时开庭仲裁。
本会地址：湖南省长沙市芙蓉中路
二段 80号顺天国际财富中心 20
层。 联系电话：0731-84895250。

长沙仲裁委员会

公 告

女 30 未 162 大专省直单位有房清纯
知理征 38 下有责任男 15608422668
女 37 离外来妹在长经商多年收入佳
自购房征 47 下踏实男 15873169895
女 42 离无孩会计师房 2 套才貌双全
征 55 下 有 孩 男 成 家 18874939407
女 51 离孩成家个体有房车门面朴实
善 良 征 稳 重 男 上 门 13142022381
男 32未 173自营俩家公司房车齐品行
端正阳光帅气征 28 下女 18974954570
男 57 离女成家省级单位处级干部房
3×2 儒雅大气征 52 下女 13142019199

爱心驿站婚友
婚介老字号相亲
交友的最佳选择 82338915

64万售 95m2 豪装房
左家塘派出所旁私房 14F,13319566599

大额资金支持企业及各类项目
融资借款，200 万起贷， 利率低
放款快速，轻松解决资金困难！
028-86759888（华汇中融投资）
成都市顺城大街 269 号富力中心 14 层

雄厚资金 全国直投

书刊画册设计印刷
专业标准 13875869988张

娱 乐 设 备
娱乐之用 严禁赌博

公告声明

凭本市身份证当天放款，保密无抵
押（五一广场新世界百货 1301室）
电话：83525860、13657485968

急用借款万
金

最新扑克分析仪：适合斗牛金花三公
等，庄闲通杀，必赢绝技包教包会
包赢麻将机，可起手好牌，保证自摸

常胜牌技

长沙汽车南站后
面和一大酒店15211117272
实战牌具
低价安装麻将机程序，宽范围扑
克分析仪, 桌上无需放东西，一
对一透视眼镜。 筒子,密码麻将，
白光扑克等。
长沙晚报对面 134 6767 1788

万能遥控程序麻将机免安装包自摸
高端手表分析仪玩斗牛开船等庄闲
包赢.进口隐形眼镜看透跑胡子扑克
麻将.长沙火车站凯旋 A2005室

牌王科技

13755058383

优质贵酷老窖酒和芒果汁、苹果
醋饮料。 厂家投市场真扶持利润
大。 厂方热线:18374875188 陈总

白酒饮料招各地代理

你炒股、我垫资
按天数计息，有用才算 84257918

招商投资理财咨询

各类大小项目借款， 三百万起
贷，地域不限，个人，企业均可手
续 简 单 、 利 率 低 ， 放 款 快 。
咨询电话：028-68807888

金融世家豪丰投资咨
询

提示：本栏信息不作法律依据，请慎重审核对
方资信产品，切勿盲目经济往来，谨防受骗

1万配资 10万。 13397513388
我出资你炒股炒期货

有无抵押当天放款 18874925365
南辰借款

18674615999长 沙 公 积 金 贷 款
省 内 农 村 信 用 社
中信银行愈期记录消除

大额资金寻优质项目，专业诚信，
快捷。 企业个人项目资金周转
各类项目投资融资（矿产、 房地
产、电站、农牧业、制造加工、交
通、学校、在建工程）区域不限轻
松解决资金困难 028-68000866

弘旺投资贷款

5-50万，下卡快，无前
期费用 18574390026办理大额信用卡

办理矿山，水电，农林，房地产，
企业个人，项目工程等投资。
电话：0731-88033315，18569073091

中瑞投资

专业代办大额信用卡下卡快，前期无任
何费用：13142239881

资质： 国家认可融资服务会员单
位。 承诺：项目运作过程中产生相
关费用在成功后收取。 要求：当地
政府支持的优质项目 500万起步。

朗荣投资

025-58834901 18795867617

自动麻将机严控智能卡： 这款
智能卡能把所有打牌的程序都
安装在 KF-SIM卡里面， 可手
机操控。 对麻将机无需任何改
装，不限场地，一键式操作，适
合任何麻将机型， 充分满足各
地顾客的需求， 智能型 1380
元，全能型 1880 元。 公司产品
可设置牌型：清一色、7 对、十三
幺、缺一门、明杠和暗杠，天胡、
地胡、起手听胡。 适合牌型：72
张、84 张、108 张 136 张、144 张
等。 郑重声明： 只需付少量定
金，全国办理货到付款，方便来
公司客户可现场试用购买。
联系人：杨经理 电话：13120295044
北京创世纪软件开发有限公司
地址：北京市中关村中海电子市场 266号

麻将娱乐实战绝技

代办大额信用卡5-50 万,无前期费
用 13677338159

世纪创投投资
本公司资金实力雄厚，可
为各类大小项目提供资金
帮助， 轻松解决您的资金
困难，手续简单快捷，全国
直投，项目不限，企业，个
人均可。 代打各类保证金

400-9055-888

团队主任 13574846111杨律师
专业刑事辩护团队
律师 调查

付律师13975826245 免费咨询
合同债务婚姻劳资法律顾问 特价搬家 拆装空调永发84712408

85653588

招聘搬运工

财运来特价搬家 拆装空调
85594898

一定发84478678

A级诚信单位
搬家移空调 招司机搬运工

搬家 回收

非手术———

一根根“植入式”增发

地址：长沙市芙蓉区五一大道
223号湘域中央 1号楼 911室
www.hayija.com/cs/

非手术 ， 一根根
“植入式”增发，少
多少，增多少。 可
做小平头，前发际，
往后背头。 女发增
密， 增发遮白发，
物理方法变黑 。

咨询热线：0731-
89831328 89831428

凭此广告 折6.8
补发后

补发前

补
发
前

补
发
后

高收空调、厨具、桌椅
办 公 用 品 等13607480245
转让 租售

郑重提示：本栏信息不作法律依据，交往请慎
重 ， 谨 防 受 骗 ， 切 勿 盲 目 经 济 往 来

联谊 交友

觅贤妻： 男 50 岁丧偶相貌端正随
和经商事业稳定感情孤独寻实在
传统过家女士为伴 18223892353

想家男 46岁丧偶独居顾家重感
情有责任心，经商事业有成，
诚寻顾家孝顺女相伴，有孩视
亲生 13510580180 本 人 亲 谈

女 33岁丧偶独居温柔贤惠貌佳，
自营生意多年，诚寻健康重感情
有上进心男为夫，贫富不限，有
孩视亲生 15999624471 本人接听

本人征婚: 女 34 岁离肤白亮丽
经商经济优寻重情顾家男共发
展贫富不限有孩可 13631554958

女 29岁 1.65米离，有房有车有稳
定的工作，寻一位健康重情顾家男
士为友，亲谈 13817592131

李敏遗失岳麓区金星中路 199 号
格林星城 3 栋 1304 房的权证号为
708014578的房屋产权证，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郑重提示：本栏信息不作法律依据，请慎重核对对方身份、资信，切勿盲目经济往来

华声在线同步发布报纸发行全省 网上发布全国 一个电话 立刻上门

广告洽谈 QQ：2953974391
50元/行起 每行按 13个 6号字计8446480113875895159广告洽谈热线：

赵敏遗失身份证，身份证号码 430
321197504262603声明作废。

经济信息

今年的9月20日是第26
个全国爱牙日， 其主题是
“健康每一天， 从爱牙开
始”。笔者昨日获悉，中华口
腔研究院联合长沙美奥口
腔医院成立湖南首个“缺牙
疑难病例会诊中心”， 将不
定期邀请国内外权威专家
对疑难口腔病症进行面对
面亲诊，并对牙齿缺失需要
修复的市民提供专业的医
疗援助。爱牙日活动期间前
往该院就诊的患者均可享
受免费口腔CT、口腔全景片
检查，并可免费加入家庭口
腔健康管理师计划，有需要

的 市 民 可 拨 打 电 话
0731-89912222提前预约，
活动有效期为整个九月。

据我国第三次口腔健
康流行病学调查显示，国内
口腔疾病的发病率占中国
人口的74%， 高达97%的成
年人正遭受不同程度的口
腔问题困扰， 其中97%患有
牙结石、88%有龋齿、85%有
牙龈问题，达到口腔卫生良
好指标的成人仅有0.22%。
牙齿缺失亦是口腔一大问
题，我国近四成成年人和九
成老年人牙齿缺失。

据悉，这一缺牙疑难病

例会诊中心将不定期邀请
国内外权威口腔专家前来
长沙美奥口腔医院亲诊，并
为疑难患者开辟绿色通道。
目前将主要针对长沙市民
的疑难缺牙问题进行援助，
援助对象主要包括牙齿矫
正、牙齿缺失、烤瓷牙失败、
牙齿美容、牙齿种植等各类
原因导致的对牙齿不满意
者。

九月爱牙日市民可获免费口腔检查

氧净生活贴士

本报9月15日讯 9月1
日， 省政府办公厅印发了
《湖南省特殊教育提升计划
实施方案 (2014-2016年)》
(湘政办发〔2014〕76号，以
下简称《实施方案》)，提出实
施“启明工程”、“成长工
程”、“成才工程”、“自强工
程”、“关爱工程” 五大工程，
提升特殊教育水平。

《实施方案》 提出，到
2016年，全省初步建立布局
合理、学段衔接、普职融通、
医教结合的特殊教育体系，
办学条件和教育质量进一

步提升。 初步建立财政为
主、社会支持、全面覆盖、通
畅便利的特殊教育服务保
障机制， 基本形成政府主
导、部门协同、各方参与的
特殊教育工作格局。

另外， 全省适龄视力、
听力、智力残疾少年儿童义
务 教 育 阶 段 入 学 率 在
2014-2016 年 分 别 达 到
83%、86%和90%以上，其他
残疾人受教育机会明显增
加。

《实施方案》 还要求加
大财政性经费投入，确保义
务教育阶段特殊教育学校
以及随班就读、 特教班、送
教上门的生均预算内公用
经费标准逐年递增，到2016

年达到每年6000元，并按义
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分担
比例由各级财政保障。

此外， 省残联安排不
低于 3%的残疾人就业保
障金用于扶残助学和支持
特殊教育学校开展劳动技
能教育。 要全面落实国家
规定的15%特殊教育教师
津贴， 并在奖励性绩效工
资中设立特殊教育教师岗
位补贴。 各地在核定特殊
教育学校绩效工资总量
时，按当地事业单位绩效工
资基准线的30%-50%增核
工资总量，用于发放特殊教
育教师岗位补贴，所需经费
由同级财政负担。

■记者 侯小娟

之二十
省发改委
三湘都市报举办

清洁筷子，与健康有关
湖南特殊教育实施五大工程

湖南移动正式对外宣布，
截止到9月14日，湖南移动4G
客户已经突破100万。 这距5
月17日中国移动4G正式在湖
南商用不到半年时间。目前湖
南移动在售的4G手机已达
300款，4G套餐的门槛也已下
调到30元，套餐资费价格较4G
发展初期大幅下调50%以上。

另一个好消息是， 中国移
动与中南大学合作的4G远程医
疗项目即将启用，这意味着用户
足不出户即可找专家看病。
■记者杨田风 通讯员陈凡军

移动4G客户
将可远程看病

韶湖举办
千人帐篷节活动

9月13日，第二届“千人
混帐，焰遇韶湖”大型自驾户
外狂欢节在韶湖假日小镇开
幕。 此次户外狂欢节活动是
2014年湖南国际旅游节湘潭
分会场唯一指定活动， 吸引
了数百人参与。
■通讯员王一行记者潘海涛

你是否经常把碗筷往厨房水槽里胡
乱一扔？你是否会把洗完的筷子湿淋淋地
直接放进筷子盒？你是否习惯把整把的筷
子放在一起清洗？你家的筷子是否已经使
用了一年以上？

如果碰巧，你经历过上述情况中的任
何一种，那您就要担心自己及全家人的健
康问题了。因为，一双筷子上可能带有几
万甚至几十万个细菌和病毒。 有数据显
示，近50％的人体内存在致胃病的幽门螺
旋杆菌， 而这些细菌大多是家庭传播，筷
子就是重要的传播渠道之一。

不少读者会问，筷子明明是清洗干净
的，为什么上面还会有细菌呢？其实，筷子
“居住”在潮湿的环境中，即使是只有少量
的水渍，也会给细菌提供繁殖的温床。

同时，一双筷子用久了之后，由于经
常搓洗使表面不再光滑，筷子上面细小的
凹槽里会残留许多细菌和清洁剂，给家人
健康带来隐患。

所以，筷子的清洁消毒很重要。氧净
厨房餐具清洁氧颗粒，采用领先的活性氧
技术，去污除菌一步完成。只需将筷子放
在浓度为0.5%的氧净溶液中浸泡10~30
分钟，就可以有效杀灭常见细菌。

当然， 放在开水中煮5分钟或者放在
消毒柜中都可以达到这样的清洁杀菌效
果。另外，即使是新买的筷子也要先清洗
消毒再使用，因为筷子在生产和运输过程
中积累的病毒和细菌也是不容小视的。

最后要提醒的是，即使是做到良好地
清洁消毒，筷子在使用一年后也需要更换
新的。 ■记者 朱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