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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免费领取电话：400-608-9181
仅限 500 位，数量有限，领完即止！

领取时间 8:00-17:30,同时因电话申领量大，若遇热线高峰请反复拨打！

前列腺增生和前列腺炎是男性前
列腺的常见疾病。 随着年龄的增加，40
岁以上的男性朋友们或多或少都有前列
腺增生的现象发生。 前列腺炎疾病有时
和早泄同时出现， 前列腺增生的主要症
状有排尿困难， 轻者夜里起床小便次数
增多， 有尿不净或尿完后还有少量排出
的现象；严重者出现尿流变细，甚或排不
出的现象；同时常伴有腰酸腰痛、四肢无
力、遗精等症状。

现在介绍一种前列腺穴位按摩法：用

前列腺穴位按摩器按摩左右手的以下两个
穴位，每天坚持，每次 3-5 分钟。 可以缓解
前列腺疾病的苦楚，如果戒淫、戒酒、戒辛
辣， 并结合穴位按摩， 久之对前列腺疾病
大有帮助。

1、液门穴：手掌背面，小指、无名指的
指缝间（指蹼）中（消全身之火气、炎症）。

2、 肾门穴： 手掌小指正面从指尖数
起，第一横纹的中点处（强肾之穴）。

现对广大前列腺疾病患者免费发放
前列腺穴位按摩器，无需任何费用！

前列腺大礼包免费领取

报名申领电话：400-016-1867

老年人听力不好，要不要佩戴助听器？ 不戴助听器
有什么危害？ 专家指出，老年人听不到声音，大脑对外界
反应会减慢，久而久之，会使人反应迟钝、语言能力下降，
不仅影响生活质量，严重还会导致老年痴呆。 而且，听力
下降，听声音吃力，会导致老年人沟通困难、交流减少，使
老人失去社交兴趣，逐渐将自己与外界隔离起来，变得
沉默寡言，产生孤僻、自卑、抑郁等系列心理问题。

因此，为了避免听力越来越差，老人一定要及时佩戴
助听器。 但是，市场上好的助听器价格动辄几千元，而普
通助听器体积大、噪音大，绝大多数听障人士难以适用!

艾笛生助听器 给你好听力
艾笛生高科技智能助听器，源自德国技术，时尚的

蓝牙设计轻便美观，锂电池充电，超长待机，不用像普
通助听器一样频繁更换电池，一机双耳，一个助听器全
面解决两个耳朵耳聋、 耳鸣大难题。 艾笛生助听器技
术，实现立体声聚焦，双耳交互，智能转频，防啸叫，是
全面升级的新一代智能助听器。

为响应消除耳鸣耳聋，重拯听力健康行动的号召，普
及智能助听器在听力障碍人士中的科学使用， 让更多听
障人士重回有声世界， 中华听力协会特联合香港中德听
力研究中心发起大型公益救助活动。 活动期间，中德技术
的艾笛生助听器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公益救助，免费发放。

本次公益救助，是让你不多花一分钱，从此告别耳
聋、耳鸣的高科技产品，是让您戴上就能听得见、听得
清的智能助听器。 我们保证：只要你的耳朵还有一点听
感，就能让你听得见、听得清，能听戏，能唠嗑，能听孙
子、孙女唱儿歌！

如果您或您的家人长期耳聋、耳鸣、听力差，请赶快
拨打申领电话，只需花最少的钱，高科技智能助听器送到
你手中！ 你一定记着，这是公益救助活动，发放过程只需
支付少量材料费和物流费。 欢迎社会各界人士监督。 活
动仅限打进电话的前 500名读者，先到先得，送完即止。

智能助听器 公益发放
免费申领电话：400-016-1867（仅限500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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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板电视可否莫“裸卖”？
省消协向工信部、标准委建议：平板电视安装座架或挂架可免费“二选一”

此次湖南消费者委
员会联合其他33家省市
消协的平板电视消费维
权建议中提出，平板电视
生产商应提供座架或挂
架两种安装方式，消费者
在购机时可座架或挂架
“二选一” 并享受免费安
装服务。

省消委会认为，此项
建议将有利于减少大批
量座架闲置废弃而产生
的资源浪费，同时避免消
费者在平板电视安装过
程中进行二次消费，减少
甚至消除该环节产生的
消费投诉纠纷。 同时，此
次建议还提出，国家应尽
快出台平台电视机座架
或挂架的国家通用标准，
对其主要零部件的材质、
加工工艺及承载重量等
方面进行明确规范，确保
平板电视机的使用安全。

座架或挂架
免费“二选一”
可减少浪费和投诉

如今平板电视“裸卖”成风，挂架额外收费已经成为行业潜规则。
华夏基金推恒生小型股指数ETF

华夏基金（香港）于10月
26日推出首只追踪香港中小
盘股的ETF———华夏恒生小型
股 指 数 ETF （3157.HK）。 本
ETF在香港上市， 将方便内地
投资者通过“一篮子”多元化
的股票， 布局香港小型股。本
ETF追踪由202只成分股组成

的 恒 生 香 港 小 型 股 指 数
（“HSSI指数”），旨在提供一个
多元化、 平衡的投资组合。组
合的前十大持股比重不到
15%。 行业多样化也是本ETF�
的特点， 消费板块占比超过
30%，IT和医疗保健占比均超
过10%。 ■记者 黄文成

工银瑞信首只股基累计收益684.88%
近日，全国社保基金理事

会公布了2015年度境内委托
投资年度考评结果，工银瑞信
基金3个社保组合及基金经理
表现出色：张青管理的中小盘
股票组合连续两年获“委托组
合综合考评A档”，张青获“投
资经理单项考评A档”，江明波

获“3年服务社保奖”。公开数
据显示，截至2015年6月末，工
银瑞信债券型基金最近3年简
单平均收益率达39.85%；工银
瑞信发行的首只股票型基金
同期累计收益达684.88%，年
化收益率高达23.3%。

■记者 黄文成

国投瑞银新兴产业获双五星评级
国庆节后， 沪指震荡突破

3400点整数关口， 题材股全面
开花，新能源、国企改革、环保、
信息技术以及迪斯尼等板块都
有较好的表现。 善于挖掘优质
个股和擅长波段操作的混合型
基金瞅准时机，脱颖而出。记者

注意到， 在三季度震荡市中仍
保持正收益的国投瑞银新兴产
业（代码：161219）正是一只长
期稳得住，短期踏得准的基金。
凭借优秀业绩和稳健表现，该
基金同时获得晨星和银河三年
期双五星评级。 ■记者 黄文成

秋意袭来寒意浓， 泡一个
热腾腾的温泉成了不少人养生
休闲、驱寒取暖的首选，而在郴
州汝城， 有着一汪传说中被落
日“煮”热的温泉水———热水温
泉。

这里的热泉水含氡等三十
多种对人体有益的元素， 水温
一般在91.5℃，最高的达98℃，
是省内水温最高、 流量最大的
天然热泉。 温泉所在的福泉山
庄以湘南民居建筑群为主流风
格，四周包围着万亩竹海，高浓
度的负氧离子含量， 也让福泉
山庄被誉为大型热泉天体疗养

度假福地。青山、绿水、竹海民
居交织如画， 秋冬在此休闲养
生，简直再惬意不过了。泉水冉
冉，水雾蒸腾，当全身浸入那大
自然的和暖， 所有疲惫与负担
一扫而光。

在地心涌出的汩汩热泉泡
个澡，再去森林峡谷洗洗肺，最
后穿越时光， 去祠堂书院里静
静心，11月7日、8日， 不妨跟着
天天团长自驾去汝城，仅需499
元， 就能将自然的馈赠和人文
的沉淀全部收入囊中。 报名电
话：400-750-7878。

■记者 钟雅洁

499元去汝城感受98°

免费上门安装，是不少家电品
牌为消费者在购买时提出的售后
承诺。不过，在购买平板电视时，不
少消费者却遇到了“二次收费”难
题： 如果想把“裸卖”的平板电视
挂在电视墙上，必须另外出钱购买
电视挂架，因为厂家仅随机配送安
装座架。

对此，湖南省消费者委员会上
周联合北京、天津、上海、重庆等共
计34家省市消协组织向国家工信
部、标准委提出建议，出台平板电
视机挂架标准，消费者在购机时可
以在“免费提供座架或挂架”中“二
选一”并享受免费安装服务。

【案例】
平板挂上墙要多花数百元

上个月，家住福元西路附近某
小区的曹女士在网上购买了一台
50寸乐视电视并预约了上门安
装。品牌工程师上门安装时向曹女
士提出，如按曹女士要求将电视挂
上墙，需要另外选购挂架，价格在
169元至229元不等。 因曹女士家
已安装了玻璃电视背景墙，还需签
署安装免责协议并支付100元安
装费。

记者调查发现，长沙市内大部
分品牌平板电视在出售时少有配

送电视挂架， 而是默认搭配座架，
消费者如需将电视挂上墙面，均需
另外支付100元至300元不等的座
架费和安装费。

【调查】
座架使用率不足5成

在记者的随机采访中，过半数
消费者在购买平板电视时更加关
注电视的分辨率、色彩还原度以及
品牌， 较少询问安装配件情况，销
售工作人员也很少主动加以说明。

事实上， 早在今年6月和10
月， 提出此次消费维权建议的34
家消费维权单位在康佳、创维、夏
普等8家主流品牌电视供应商参
加的座谈会上分别了解到， 座架
无一例外成为各大品牌平板电视
机销售的“标配”，但在实际安装
过程中， 挂架却是更多消费者的
选择。

在一项消协针对消费者中平
板电视机安装方式的专项调查结
果显示，50.11%的消费者家庭平
板电视机使用挂架。

而在使用挂架安装的消费者
家庭中，仅15.9%的家庭通过不同
方式免费获得了挂架， 余下84.1%
的家庭则另外付费购买了挂架，平
均花费为175元。 ■记者 朱蓉

的热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