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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彩票开奖公告

湖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2011年 11月 12日

开奖信息查询：湖南体彩网 www．hnticai．com

短信查询体育彩票开奖号码，移动发 CP 到 1066125666，小灵通
发 CP到 10661256，联通发 CP 到 10621956，包月定制 6 元 / 月，
咨询电话：0731—84429019。

排列 3、排列 5第 11309期 本期投注额：21439076 元

中奖号码 7� 7� 3� 9� 2�
奖 级 中奖注数(注)� � � � �单注奖金（元）
一等奖 12 � � � � � � 100000

中奖号码 7� 7� 3
投注类型 全国中奖注数（注） 单注奖金（元）
直选 6024 � � � 1000
组选 3� � � � � 4693 � � � � 320
组选 6� � � � � � 0� � � � � � 160

排
列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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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
５

２２选 ５第 11309 期 本期投注额：1891240 元

奖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中奖注数(注)
27
2714
45868

单注奖金(元)
20802
50
5

中奖号码：03�04�09�12�17超级大乐透第 11133期
本期投注额：95538914元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下期奖池：27993835.26元

下期奖池：155586179.9元

超
级
大
乐
透

中奖号码：04�11�23�26�35+03�12

二等奖
一等奖（追加）

三等奖

6
2
60
13
97
27
315
117
6913
1927
22065
6312

255715
76347

2493725

三等奖（追加）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七等奖

二等奖（追加）

八等奖

奖级
一等奖 5959919

3575951
67958
40774
10175
6105
3000
1500
600
300
100
50
10
5
5

中奖注数（注） 单注奖金（元）

四等奖（追加）

五等奖（追加）

六等奖（追加）

七等奖（追加）

奖级 中奖注数（注） 单注奖金（元）

一等奖 27702���� ������60
生
肖
乐

本报11月12日讯 今天下午4时许，
醴潭高速由东往西1029公里路段，一台油
罐车由于轮胎自燃，导致起火燃烧。高速
交警醴潭大队联合株洲消防官兵，迅速将
大火扑灭，所幸该车仅为一台空车，没有
装载货物，事故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下午5时许，起火现场一片狼藉，油罐
车车头与车体完全分离，车子右侧数个轮
胎的橡胶圈均被烧成了须状。高速交警醴
潭大队民警对该路段进行了临时交通管
制。民警和消防官兵正在对油罐车进行扫
尾清理工作。

现场民警介绍，下午4点左右，油罐车

行经此路段时， 右侧轮胎突然冒出明火，
驾驶员立即停车灭火并及时拨打了119报
警。所幸灭火及时，事故未造成人员伤亡
和大面积堵车。

据民警初步调查，该车是由于轮胎老
化，经过该路段时发生自燃。说起这场火
灾，驾驶员连称“后怕”，“今天上午送完一
车黄磷，刚刚返回，车内只有一点点残留
物。如果是满车的黄磷，遇到空气即会自
燃，那后果不堪设想了。”

目前，事故的后续处理和调查工作仍
在进行当中。

■记者 王为薇 通讯员 刘斌

“如果三个月不晒被子， 可能有600
万螨虫陪你睡” 、“晒完被子的那股‘太阳
的味道’，其实是‘烤螨虫’的味道”……告
别连绵阴霾的秋雨， 长沙终于迎来了冬日
的暖阳。这个时候，正是不少市民趁着好天
气将被子和衣服拿出来晾晒的时候。 但可
能很多人不知道，其实晒被子也有讲究。

边晒边拍打可能会引起过敏
“罗薇，你再不晒被子，就莫睡我上

铺了。” 长沙理工大学的大二学生赵华，
11月12日特地起了个大早， 看着窗外明
媚的阳光，她一股脑把几个室友都叫醒，
号召大家一起来晒被子。

晴天晒被，赵华喜欢边晒边拍打，她
认为这样做才能使被子更松软， 晒得更
充分。这样做正确吗？中国纺织科学院研
究员张燕表示：这样的做法并不科学。晒
好的被子， 只要用软毛的刷子轻轻刷一
遍表面，去掉浮尘就可以了。

张燕表示：棉被的纤维粗短易碎，用
力拍打会使棉纤维断裂变成粉尘从棉层
跑出来，合成棉被的合成纤维细而长，容
易变形，一经拍打，纤维紧缩了就不再复

原，成为板结的一块，羽绒被拍打后，羽
绒会断裂成细小的“羽尘”，影响保暖效
果。被子经拍打后，表面的粉尘及螨虫的
排泄物会飞扬起来，易引起过敏反应。

羽绒被与羊毛被晒不得
被套颜色的深浅直接关系到晒被效

果的好坏。一般认为，浅色被套的热吸收
率比深色被套要差，所以最好在晒被时准
备一块大黑布覆盖在棉被上。因为黑色具
有更容易吸热的特性，会起到事半功倍的
效果。

不是所有的被子都可以拿到太阳下
晒， 如合成纤维类棉絮就应避免在日光
下曝晒。 羽绒被与羊毛被千万不可拿去
晒太阳， 因为太阳光的高温会使羽绒及
羊毛中所含的油分起变化，产生腐臭味，
并且还变质、变脆，成为虱子细菌的繁殖
地。 所以羽绒被和羊毛被不要在太阳下
曝晒， 在阳台等通风处晾 1�小时就可以
了。 其次，化纤面料或混合纤维面料的被
子，不宜在阳光下曝晒，因为化学纤维长
时间处在高温下会释放出化学物质。

■记者 李琪

轮胎自燃，油罐车高速上成“火车”
事发醴潭高速，出事车之前运了一车黄磷，幸好卸了货

民警介绍， 在高速和长途行驶中， 一般有两种情况使得汽车轮胎产生高温进而燃
烧：一是轮胎气压过低；二是刹车片与轮毂之间没有间隙（刹车呆死）和过于频繁踩刹
车，由摩擦产生高温。“所以跑长途的驾驶员一定要提前检查好车辆的制动器，备足降温
水和灭火器，在长下坡路段尽量使用低速挡，减少踩刹车的频率。同时，进入服务区后要
检查车轮钢圈温度和轮胎温度是否太高，及时进行处置，防患于未然。

除了自燃，民警还提醒广大驾驶员，秋冬季节比较干燥，轮胎在行驶中散热慢，胎压
也相应增高，易引发爆胎，因此应定期检测胎压。此外，轮胎清理工作也应经常进行，以
防轮胎花纹的沟槽中存在异物，导致轮胎爆裂。

提醒

长下坡行驶防轮胎自燃，秋冬季节防轮胎爆炸

被子如何晒，杯子如何洗，厨房卫生间该用什么空气清新剂比
较合适？诸如这样的具体生活问题，只要你肯问，我们将在推出的
“生活经” 栏目中为您找到答案。 欢迎您通过本报新闻热线电话
0731—84326110给我们“出题”。

“三个月不晒被，可能有600万螨虫陪你睡”

晴天晒被，有哪些讲究
本报“生活经”欢迎来点题，一起来发现生活中的“诀窍

本报11月11日讯 长沙河西某酒店因
转业改向，将店内旧家电、家具等打包给一
林姓人员， 由林姓人员进行无证照、 无发
票、无售后服务的违法销售，并涉嫌掺杂销
售假货。10日下午，长沙市工商局岳麓分局
银盆岭所查处了这一违法销售行为， 并责
令经营者停止销售， 将林姓人员带到工商
所进行调查处理。

工商执法人员提醒消费者：按照《旧货
流通管理办法》（试行）的规定：经营旧货的
个体工商业户直接到所在地县级人民政

府、公安机关办理特种行业登记手续后，持
公安机关的批准文件到同级工商行政管理
部门办理登记手续，领取营业执照。旧货经
营者出售旧办公设备、旧大件家用电器（不
含拆件商品），应当进行必要的检修，出具
有关证明，保修期不得少于3个月。据此，消
费者在购买旧货时应注意经营者有无经营
证照，不可贪图便宜购买地摊二手货，并可
要求经营者提供销售证明， 对大件电器等
注明质保期限。

■记者 何志华 通讯员 张晟荣

无证照销售酒店旧货被查处
工商提醒：购买旧货也应注意售后 旧货保修期不得少于3个月

11月12日下午4时许，醴潭高速由东往西1029公里处，一台油罐车的右侧轮胎发生自燃。
通讯员 刘斌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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