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10月27日讯 省教育考
试院25日发布了2014年高招艺
术类专业全省统一考试工作通
知，我省2014年高校艺术类招生
的专业考试实行全省统一考试
（以下简称“省统考”），省统考分
为音乐类、舞蹈类、美术类等11
个专业类别，报名考试时间为今
年12月到明年1月。 相关情况及
考试地点及时间安排可登录
http://www.hneeb.cn/查询。

■贺卫玲 姜玉雪 宋禹霏

… 教育

我省高招艺术统考
12月开始报名考试

本报10月27日讯 想
不想看香港警察乐队表
演？ 想不想与B.Duck小黄
鸭合影？10月29日、30日，
香港警察乐队将开展“香
港时尚购物展”展前表演。
由香港贸易发展局、长沙市
政府、省商务厅和省贸促会
联合主办的“香港时尚购物
展·长沙” 于10月31日-11
月4日举行。 在展会开幕之
前，香港警察乐队将进行展

前表演， 市民可前往悦方、
通程百货河西麓山店、新世
界百货先睹为快。还可与可
爱的B.Duck小黄鸭人物玩
偶合照。

又讯 第四届中国长沙
（国际）孕婴童产业博览会
26日在红星国际会展中心
举行。 本届孕婴童产业博
览会为期4天，将持续到本
月29日下午。
■曾力力 吕菊兰 姜玉雪

看香港警察乐队、婴童嘉年华去

展会…

http : //hsb . voc . com . 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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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开奖…

（湖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2013年 10月 27日）

排列 3、排列 5
第 13293期 本期投注额：16142420元

奖级
直选
组选 ３
组选 ６

中奖注数（注）
3184
0

6558

单注奖金（元）
１０００
３２０
１６０

4 2 1中奖号码

64 2 1 8中奖号码

奖 级 中奖注数（注） 单注奖金（元）
一等奖 24 100000

7星彩
第 13126 期 本期投注额：15942306 元

5 17 6 7中奖号码 4 9
奖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中奖注数(注)
0
6
171
2603
34603
395298

单注奖金(元)
0

67574
1800
300
20
5

16627808.68元奖金滚入下期一等奖奖池。

百台特供车将亮相金秋公园赏车汇
最高优惠22万元 团购可拨打96258

如果你打算今年为自己添置一辆新车或是换车，又不想浪费太多人力和财力，那么去烈士公园看看是最好的选择了。就在城市
的最中央，有众多品牌选择，有百台特供车，有年内最大的优惠，还有神秘大礼相送……

继去年首届“金秋公园赏车汇”完美落幕后，今年11月1日-3日，由湖南日报报业集团主办，三湘都市报等单位承办的第二届“金
秋公园赏车汇”将在湖南烈士公园续写精彩。

记者从活动主办方获悉，这场一年一度的秋季汽车展销盛会已吸引了近30个品牌前来参展，核心展位预订一空，招商仍在火爆
进行。 与此同时，“百台特供车” 正在火热预定中， 即日起， 准车主们可拨打96258告之意向车型进行报名， 也可加入团购群报名
QQ117360429。凡通过团购热线达成购车的，不仅可在价格上享受实实在在的优惠，购车管家以媒体的公信力，现场帮你砍价，让
你享受更大的优惠。

百余台特供车不容错过
自本届烈士公园车展“特供

车”消息发布之后，无论是合资
品牌还是自主品牌与进口车，越
来越来的汽车品牌和车型开始
加入到这一庞大的队伍，这些车
的优惠政策或现车供应政策仅
限车展时间。错过车展，很多车
型将恢复原来的售价。

车价优惠， 一直是打开市场
的利器。 车商们纷纷谋划年底最
大的促销政策， 本届烈士公园车
展组委会也想为消费者争取更大
的优惠和福利， 在紧锣密鼓联系
各汽车集团。 在本届烈士公园车
展上推出各种优惠政策的同时，
还将推出大量特供车， 争取以厂
家直接面向车展消费者售车，取
消中间环节，给予最大现金优惠。

特供车优惠力度逆天
普拉多作为丰田品牌下的

SUV硬汉， 凭借出色的越野性能，
这么多年来一直消费者喜爱。本次
车展组委会，特意提供了20台进口
普拉多，以全省最低的价格为了回
馈广大车友。此外，众多参展品牌
也为烈士公园赏车汇提供了特供
价、特供车。讴歌提供10台车展特
供车， 进口标致10台， 进口起亚5
台，斯柯达10台，雷诺2014款科雷
傲20台……

斯柯达在活动当天将推出
Yeti特价车， 原价现金 30.8万
元，特供价仅需28.3万元；进口
起亚韩版陆巡霸锐直降现金 5
万元； 凯尊直降2万元并送5年
免费保养；威客最高优惠3万元
现金。西雅特Alhambra欧悦博全
系最高可享受4万元现金优惠，
同时乐享三年超长质保。 讴歌
ZDX标准版原价 88.8万元，最
高可优惠现金22.21万； 进口大
众甲壳虫1.2TSI最低需 16.98万
元； 辉腾 59.98万元起；Tiguan、

途锐、 辉腾尊享首付30%起，12
期或24期0利率。

奔驰E系、C系及GLK系金融
购车低利率，优惠4万起；smart享
万元钜惠，送一年商业险；雷诺
2014款科雷傲，送50000元礼包并
送雷诺VIP服务； 道奇酷威最高
优惠现金1.5万； 东风雪铁龙新

C5悦享版最高优惠现金 2.8万
元；毕加索最高优惠6万元；中华
H530�现金优惠1万元……

拨打96258
提前预定特供车型

限时、限价、限量的特供车
不容错过，想要提前预定的可以

拨打本报热线电话96258进行预
定。买车是件大事，三湘都市报
96258购车管家就是这样一个朋
友顾问，它有专业的购车顾问为
您服务，帮你推荐最适合你的车
型，最为重要的是在烈士公园赏
车汇上，购车管家凭借媒体的公
信力以及和经销商的良好关系，
现场帮你砍价，在全城最低价的
基础上还能享更大优惠。

“96258购车管家” 保证你在
烈士公园赏车汇上以当时的同
城最低价购车，无需浪费口舌和
销售顾问讨价还价，直接拿底价
就行了。同时，我们还能帮把价
格砍到更低。

只要你拨打96258购车帮或
加入团购群117360429，参加烈士
公园赏车汇团购，就能享受全城
最低价，同时购车帮专家帮现场
帮你砍价。还等什么，赶紧拨打
热线电话或者加入QQ群进行报
名吧！

20台“超低价”普拉多将现身公园赏车汇。

长沙 14～24℃ 多云转阴
株洲 17～26℃ 多云
湘潭 16～22℃ 多云转阴
衡阳 15～26℃ 多云转阴
岳阳 14～20℃ 多云转小雨
益阳 15～21℃ 多云
常德 14～21℃ 多云转阴
娄底 12～22℃ 多云转阴
怀化 15～19℃ 小雨
邵阳 15～22℃ 多云转阴
郴州 15～27℃ 多云
永州 15～27℃ 多云
吉首 14～17℃ 阴转小雨
张家界 16～21℃ 阵雨

11月1日上午
将试鸣防空警报

本报10月27日讯 11
月1日是湖南省人民防空警
报试鸣日。今日，长沙市政府
发布《关于防空警报试鸣的
公告》， 于11月1日上午9时
30分至9时49分进行防空警
报试鸣。届时，各区、县（市）
防空警报器和部分电视频
道将同时鸣放和播放防空
袭“预先警报”、“空袭警报”、
“解除警报”。 ■曾力力

活动…

春运起空调列车上可充电了
开放220V交流插座给手机、电脑等充电 用电磁炉吃火锅？没门

本报10月27日讯 2014
年春运起，坐在空调列车上刷
微博、聊微信，就不怕手机没
电了。 据中国之声报道，从
2014年春运起， 空调车将对
电源插座通电， 此次开放的
AC220V交流插座， 仅限手
机、电脑、平板、电动剃须刀、
移动充电器充电，不支持电磁
炉等电器。

10月27日， 记者致电
12306，对于2014年春运起空
调火车将提供充电服务的信
息，客服人员表示暂未接到相
关信息。不过，记者从长沙火
车站了解到，目前广铁部分空
调列车已经实现了充电服务，
此外，他告诉记者，由于空调
列车统一使用中央空调，在对
列车线路、 插座进行检查整

修、通电试验后，空调列车提
供充电服务理论可行。

有网友咨询可不可以用
电磁炉，“是不是可以吃着火
锅、坐着火车？”对此，该人士
介绍，任何人即便是列车工作
人员，也不允许在插座上使用
电磁炉、微波炉、电压力锅、电
热风等其它电器。

此外，记者了解到，目前
国内空调车主要有两种车
型， 一种车型的电流是交流
380伏、 一种是直流600伏，
380伏的是列车上的发电机
供电，供电不间断，电压较稳
定；600伏的是列车上方的接
触网供电， 供电不是特别稳
定。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潘海涛

10月27日， 记者从长
沙黄花国际机场了解到，
该 机 场 于 27 日 起 执
2013-2014年冬春季航班
航线计划，直至2014年3月
29日结束。 由长沙飞往各
地的航班中旅客流量靠前
的城市航班密度均有所增
大， 其中飞往北京的航班
增至每周126班、飞往上海
的航班增至每周112班。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潘海涛 通讯员 刘全

黄花机场
冬春季航班飞北京
每周增至126班

… 交通连线

本报10月27日讯 长沙供
水有限公司将于10月29日22：00
至30日8:00进行湘春路改管并
网，届时开福区湘江路（中山路—
湘雅路）沿线地区将停水，湘江路
以东区域水压、水量将减小。

又讯 10月 29日 9：00至
21:00岳麓区白云路（枫林路以
南）全线、谭石路沿线两厢地区，
包括省委党校、公安高等专科学
校将停水。 ■张颐佳 刘晓园

湘江中路沿线将停水

本报10月27日讯 一床棉
被，可以给一名乡村孩子带来一
个温暖的冬天。今天下午，由省
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等单位发起
的“国瓷沁国茶·温暖童行”公益
拍卖会，在麓山沁园文化会所举
行。爱心市民为贫困山区的孩子
捐出了善款近20万元，可为近千
名孩子送上棉被。如果市民也想
献上自己的爱心，可致电省青基
会办公室0731-88776901咨询
具体捐助事宜，或登录官方网站
（http://www.hnydf.net/）查询。

■黄京 朱新根

公益…

来为贫困孩子送棉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