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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 又好又快 扶贫不要钱
常德市鼎城区血吸虫病医院

地址：鼎城区小圆盘
电话：0736-7390510

白内障

美莱注射正品验证基地掀验
美巨浪

近年注射假冒伪劣产品横
行，为了维护消费者权益，规范行

业标准， 肃清市面上各类假
货、仿药，作为中南地区瑞蓝
注射量最大的医美机构，美莱
集团与玻尿酸全球领导品牌

瑞蓝的强强联手，在全国范围发起
“瑞蓝玻尿酸免费送 ”活动。美莱
集团成立17年来， 一直拒绝“假
货”、“水货”，坚持每一支注射产品
都采用正品。活动现场，长沙美莱
医疗美容医院院长麦跃接受了瑞
蓝颁发的“中南地区指定正品验证
基地”的牌匾，全体专家与瑞蓝厂
商共同见证了正品验证基地启动
仪式。

蝶变针美 感受正品魅力
10月27日上午，长沙美莱现场

公益分享教导消费者如何辨识正

品、 杜绝伪劣假冒产品带来的危
害，起到了行业示范作用。作为全
球品质医美领导者， 长沙美莱近
期推出JCI认证、打击三非共证医
美、千人皮肤保养计划、“双心”注
射技术发布等品质医美系列活动
得到求美者的交口称赞， 将品质
落实到每一处细节中。 此次成立
中南首家注射正品验证基地，将
欢迎消费者携注射产品前来验
证，真正做到规范、透明、公正、公
开，开创行业品质监督先河。

湖南卫视专访美莱院长麦跃：
专家技术与正规机
构同样重要

“注射美容效
果不仅与产品选

择有关系， 与专家和技术也有莫大
关系。”麦跃院长接受湖南卫视采访
时表示，“美莱注射正品验证基地为
保障求美者权益而成立， 同时也希
望求美者能选择正规的医疗机构和
有资质的专家进行注射美容。”

有意了解“瑞蓝玻尿酸免费送”活
动请拨打美莱热线0731-83077777
了解领取详情。

瑞蓝玻尿酸免费送
美莱成立中南首家注射正品验证基地

经济信息

本报10月27日讯 每年
的秋天，有着“美丽杀手”之
称的加拿大一枝黄花便会在
湘江东岸肆虐疯长， 给周边
环境生态造成很大影响。近
段时间，长沙市400名志愿者
集体出动“扫黄”，将外来物
种入侵的问题再次带进公众
视野。

稻水象甲一年“吞 ”
359.3万公斤稻谷

据介绍，2004年起加拿
大一枝黄花在长沙出现，这
种“霸王花”所到之处寸草不
生， 而且一枝黄花的种子可
达近2万颗，十多年已经蔓延
至全省14个市州范围， 使得
植物多样性减少， 生态安全
受到挑战。

如果说加拿大一枝黄花
的蔓延速度最快， 那稻水象
甲则算得上是造成损失最大
的外来物种之一。据调查，我
省每年因稻水象甲入侵损失
的稻谷高达359.3万公斤。

“根据初步统计，我省外
来入侵物种有97种， 其中植
物68种、动物18种、病原微生

物11种。”湖南省外来物种管理
办公室科长肖顺勇向记者介
绍，不同于外来物种，外来入侵
物种会在当地生态系统或生态
环境中建立种群， 对当地的生
物多样性造成威胁。

在我省，加拿大一枝黄花、
稻水象甲、豚草、假高粱、空心
莲子草、水葫芦、福寿螺等外来
入侵物种，已对农业生产、经济
安全、 生态环境乃至人体健康
产生负面影响。

网购、 旅游携带成为入侵
渠道

近年来， 海外代购越来越
受到市民的喜爱， 各种奇异花
草、植物种子、另类宠物成为邮
寄的物品。肖顺勇表示，正是网
购、旅游携带的行为，给外来物
种的入侵提供了渠道。

“那些严格控制不能引进
的物种，最好是不要携带，如若
造成严重后果， 可追究刑事责
任。”肖顺勇建议，市民提高生
态安全意识， 考虑到生态系统
的平衡， 不要随意放生外来入
侵物种。

■记者 李琪 实习生 谈馨

第十二届中国（浏阳）国际花炮
文化节将于11月5日-7日举行。届
时2000多平方米立体LED组合屏
利用错位技术与大屏幕立体成像结
合， 将东方的柔婉与醇厚表现得淋
漓尽致。 ■记者 张文杰

稻水象甲一年“吞”350多万公斤稻谷
网购、旅游携带成外来物种入侵渠道 “生态防控” 替代农药更安全

目前，针对入侵物种的防
控方法，主要有化学药剂防治
法、生物与农业防治法等，但农
药喷雾与灌溉浇筑等方法，存
在“死”而复生的情况，而且残
留严重， 对环境也带来影响。
“我们正在研究生态方法来防
控。”湖南集能新材料公司总经
理周端午介绍， 生态防控通过
诱导植物防御病虫害系列，构
建系统的防控“生态圈”。

“我们的核心目标就是控
制种群， 阻止外来入侵物种造
成生态失衡。”周端午介绍，以加
拿大一枝黄花的防治举例，通
过诱导这种植物的防御病虫害
系列，抑制关键酶，控制它的繁
殖。“我们的试剂是从动植物身
上提炼的抗虫抗病基因， 符合
我国食品添加剂的标准， 对人
体不会产生危害， 能够从源头
上抑制农业疾病、水土污染。”

“生态防控”更安全

长沙市供水有限公司将于10
月29日8:30至18:30进行雷锋西大
道改管并网工作，届时岳麓区雷锋
西大道（梅溪湖路—枫林路）沿线两
厢地区将停水。 当天8:30至18:30
还将进行学士路改管并网工作，届
时岳麓区学士路（长韶娄高速收费
站以西）沿线两厢地区将停水。

■记者 陈月红

岳麓区多路段明日停水

浏阳花炮文化节下月开幕

10月28日8:30-13:00，2015
年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暨2016
届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将在长沙
人才市场（贺龙体育馆南门一楼）举
行， 现场将有150家单位提供3500
余个岗位。 ■记者 陈月红

今日有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

10月17日，长沙400名志愿者在湘江东岸河堤清除加拿大一枝黄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