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底还贷当“随息应变”
每年元旦是

绝大多数按揭贷
款调整利息的时

间，理财专家建议，贷款者应当根据利率
变化“随息应变”，及时调整还贷策略。

业内人士介绍， 对于在2011年以前
办理的房贷、车贷等贷款，按照中国人民
银行“中长期贷款利率一年一定”规定，
目前执行的是2010年12月26日调息后的
利率水平， 即五年以上按年息6.40%执
行。如果今年余下的时间央行不再调息，
2012年1月1日后就会按2011年7月7日利

率调整结果来执行，即年息7.05%，那么
以10万元20年期贷款为例， 每个月需要
多支付近39元。

理财专家提醒，利息调整后，要及时
调整还款月供， 以免造成未及时足额还
款影响信誉记录。李志海建议，享受房贷
优惠的购房者不要提前还贷款。 一来是
购房贷款首套优惠，再购房利率要上浮，
抵押贷款利率同样上浮， 今后很难拿到
优惠利率； 二来一些贷款利率优惠后比
现在发行的许多理财产品收益率都低，
提前还款不划算。 ■据新华社

生活提示

郭先生住在湘潭与株洲交界的马
家河古桑洲附近。他说，104路开通几
年了，原本一直走马家河，是经过这一
带的唯一公交线路。可迄今大半年了，
104路都没再经过这边， 而是经收费
站，改道走京珠（京港澳）高速，往返株
洲与湘潭。

据了解，104路公交线由湘潭众
旺巴士公司与株洲公交共同经营，共
有30台公交车。由于修路、需绕道行
驶、成本增加等原因，湘潭众旺巴士公
司曾从今年4月6日起停运了所辖的
15台104路车，株洲也曾从4月21日起
停运104路。

湘潭众旺巴士公司称，104路确
实因修路于今年4月停运，但在5月又
恢复了通行。 马家河至株洲霞湾有座
危桥，正拆除重建，104路仍然只得改
道走京珠高速。 等桥修好后， 估计在
2012年春节前，104路就可恢复原来
的线路。 ■记者 刘晓波

株潭104路
何时重走马家河？
巴士公司：春节前恢复通车

湘潭马家河的郭先生致电本报
新闻热线0731-84326110反映， 株洲
与湘潭对开的104路公交车已有好几
个月没经过马家河了，那一带住了几
万人，出行很不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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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
阵雨转阴
气温：4～8℃
北风3-4级

后天
多云
气温：4～7℃
北风

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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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温：4～10℃
北风3-4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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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清手表 DV
操作简便 / 小巧精致 / 美观实用

采用 SO原装石英机芯，走时精准；超酷
的外形设计适合各类人群佩戴；100 深度防
水，深海潜水，游泳，洗澡皆可；表壳采用 904L
精钢打造，倍显品质。因其便于携带的特点是
上班、教育、媒体、旅游、医疗、生活等领域的
实用工具，深受广大用户青睐。

◆蓝宝石材质表面
本款手表的表面由一块蓝宝石制成，具

有较高的硬度，清晰透亮，做工非常精细，更
通透，清澈和明亮，表盘数字清晰可见。

◆904L 全精钢表身
本款手表，选用了独特的 904L 不锈钢

打造。904L应有极优异的抗侵蚀性，广为化
学工业所选用。 904L 是一种坚硬的超级合
金，而且能够高度磨光，丝丝入扣。

◆500万像素高清拍摄
行业顶尖设计，超清晰 500万高清摄像

头，支持 DC拍照和 DV摄像功能。 让您随
时随地想拍就拍，畅享便捷拍照的乐趣。

◆内置式麦克风
内置式麦克风隐藏于手表把头中间，可

以应用于演播室、录音棚、广播电台、舞台演
出、野外等任何场合录音。 音头部分使用纯
金镀膜片，具有低噪音、高感度输出等功能，
可以精确复制极微妙的声音，并给拾取传统
传声器所不能拾取的高频信号。

抢购热线
0731-84326371

/ 特别声明 /
�����禁止使用本摄
像录音手表拍摄他
人隐私、 窃取他人

私密信息、知识产权等行为，一切违法行
为所造成的后果由使用人完全负责。

◆重要会议录音 ◆重要现场采访录音

拍照 / 录音

USB 接口

内置麦克风

时间调节

◎高清摄像
◎海量 U盘
◎高清拍照
◎清晰录音
工 厂
直销价

集摄像、录音、拍照、存储于一体的高清智能腕表，物超所值！

开关机 / 录像 指示灯

摄像头

499元

007 专用摄像手表遭抢购

本报12月13日讯 灿烂的阳光还
没停驻两天，从明天至16日，随着冷空
气的不断南下， 将给全省带来大风降
温。

湘西、湘北伴有弱降水，过程降温
幅度达6～8℃，北风4～5级，江湖面上
阵风7～8级；17日受高空波动影响，大
部分地区有弱降水发生；18日受地面
高压控制， 全省大部分地区天气转好，
气温有所回升。

省气象台气象专家刘剑科介绍，由
于中低纬环流平直，水汽条件配合不是
很好，且湿度小，因此这次冷空气过程

带来的降水比较弱，主要降雨范围在湘
西、湘西北一带地区。大家要注意添衣
保暖，防范感冒类疾病发生；使用燃煤
取暖的居民应注意预防一氧化碳中毒。

今天，有不少长沙市民将厚厚的冬
装以及棉被、褥子等拿出来晾晒。不过，
专家指出， 被子不是晒得越久越好，一
般在上午11点到下午2点时，晾晒两三
个小时最好。羽绒被和羊毛被千万不可
暴晒，因为高温会使羽绒及羊毛中的油
分起变化产生腐臭味，此类被子在通风
处晾晒1小时即可。

■记者 胡信锋 通讯员 尹婷

今起降温有大风，烧煤取暖、燃气洗澡请留窗

生活表情

12月13日下午，长沙市东二环，一台电动车骑到半路没
电了，于是车主招呼同行伙伴，让其用手拉着他，借力前行，
却不知在马路上这样行驶多添了几分危险。 记者 田超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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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拉后扯

“一到冬季，我的皮肤和嘴唇就起皮、干
裂，肌肤如何保湿补水呢？”这段时间，不少
读者咨询这类冬季护肤问题。 记者就此采
访了湖南省中医院皮肤科副教授李小莎博
士。

“要想美，多喝水。”李小莎介绍，多喝凉
开水是最简单且必要的养颜之术。而凉开水
美容效果最佳。水经煮沸后，水中气体被大
量驱除，导电性能改变。而凉开水的分子内
聚增强，比一般水分子能量大。这些高能量
的水分子易于渗透细胞膜，激发细胞中酶的

活性，使机体的活力增强。
李小莎要介绍的第二招就是洗温水澡。

沐浴的时候水温保持在40℃即可，过热的水
温会带走肌肤上天然的油脂，令肌肤变得干
燥。

李小莎称，通过合理的膳食结构改善体
质也很重要。冬季皮肤干燥缺水少油，蜂蜜
中含有各类丰富的生物活性物质，能改善皮
肤的营养，保持皮肤的细嫩光滑。

■记者 张春祥 实习生 彭娟
通讯员 廖艳苗

冬季喝凉水能滋润皮肤

双子座流星雨
今夜绽放夜空

近10年观测效果最好的
月全食10日谢幕之后，14日，
全年最值得观测的双子座流

星雨即将绽放夜空， 感兴趣的公众可选择
视野开阔、没有灯光影响之处进行观测。

天文教育专家赵之珩介绍说，作为北
半球三大流星雨之一的双子座流星雨（其
他两个是英仙座流星雨和象限仪流星
雨），向来以流量大且稳定著称，是全年最
值得观测的流星雨。它在19世纪中叶才出
现，而且一开始时流量较小，每小时在10
颗-20颗。从那以后，它的流量开始增加，
当前已成为每年流量较大的流星雨之一。
在理想的天空条件下，每小时的理论天顶
流星数在120颗左右。

双子座流星雨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流
星的星体亮度大、速度中等、色彩丰富，对
于目视观测者来说具有很强的吸引力。它
每年的活跃期是从12月7日开始， 到12月
17日结束。根据预报，今年它的极大有可
能出现在北京时间14日晚上9时至15日凌
晨。双子座流星雨的辐射点几乎在日落后
不久就会升起，因此整夜我们都能观测到
其群内流星。

但极大期间农历二十的盈凸月会在大
部分时间对观测产生影响， 月光会使一些
较暗的流星不容易被肉眼察觉到， 这是今
年双子座流星雨观测不可回避的问题。尽
管如此，但由于其亮度较高，还是会有一些
流星“脱颖而出”，而且持续时间较长。

天文专家提醒说， 眼下正值寒冬时
节，夜晚的气温会很低，大家在欣赏双子
座流星雨盛宴时一定要注意防寒保暖。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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