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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家想轻松 功课先做足

�������“找保姆容易，但找一个
认真、负责的好保姆可真难！
我们真是提着灯笼找保姆。 ”

张女士拨打 96258，表达
了对 96258谢意。

张女士的母亲年过八
旬，行动不便，还有些老年痴
呆，经常莫名其妙地发脾气。
张女士的先生在怀化做工
程，她也长时间生活在怀化，
但家里的老母亲一直让她放
心不下， 请了好几个保 姆都
不满意， 最后在朋友的推荐

下，她通过 96258找到一名保
姆大姐。

“这位阿姨明显受过专
业培训， 对家里电器都很熟
悉，老人的饮食她也在行，有
一次我回家， 还见她为我母
亲洗东西呢！ ”张女士说，阿
姨细致入微的服务让她看在
眼里记在心里。 在阿 姨的服
侍下， 老母亲的气色明显好

转， 每天还像个孩子似的念
叨着方阿姨快点来。

96258 旗下拥有大量保
姆、钟点工资源，所有从业人
员岗前均接受过专业培训，
不仅有良好的从业素质，还
像自家人一样让您放心省
心。 如果您家里也需要这么
“一把手”，欢迎拨打 96258预
约服务。

��������三湘都市报“华声 96258 公益服务中心”联
合长沙网、三湘都市报深度报道部，将在六一儿
童节来临之际， 前往新化县天门乡林场村进行
助学活动，如有意参加者请拨打 96258报名。

此外，当地孩子课外书籍缺乏，如家里有多
余的书籍，希望你们能捐助给他们。 捐助书籍地
址：湘江中路 52号凯乐国际城三湘都市报“华声
96258公益服务中心”。

��������张师傅说， 搬家前一周，
要注意清理家具橱柜，喷洒杀
虫剂， 避免把蟑螂带到新居。
切记将家中电脑硬盘的重要
数据做好备份，以防万一。 拆

除复杂视听设备线路时，最好
在线路和端子上做好编号，早
做收集。

搬家前三天，办理电话停
机或移机手续， 向物业或电
力、煤气、自来水公司查询最
后使用度数，暂停银行代缴业
务，拆装空调和热水器，冰箱
清洗和除霜。

搬家当天， 在工人来前，

先在新旧居地板上铺上废布，
以免划伤地板； 开始搬运前，
最好再次确认价格是否与先
前商定的一致，叮嘱工人哪些
是贵重物品和易碎物品；到新
居时，最好告诉工人大件摆在
哪，省去自己动手；结账前，一
定要先清点物品； 结账后，记
得索要三湘便民卡作为服务
凭证。

“提着灯笼”找保姆?
好保姆 就像自家人

“6.1”儿童节新化山区助学活动招募
拨 96258，期待与我们同行

��������5 月 30 日（周五）下午 14:00�出发（三湘都市
报前坪集合），当天晚上入住新化县城。

5月 31 日（周六） 早上 8 点出发前往助学地
点，完成“96258公益贫困学生调查表”，上门捐助。

6 月 1 日（周日）上午新化大熊山（或梅山龙
宫）景点游玩（自愿、门票自付）、下午返回长沙。
报名

请拨（0731）96258，留下姓名、身份证号码（购
买保险时须使用）和联系方式。

模特走秀， 车模， 平面拍
摄，商务礼仪。拨96258，给您
提供最为周到的服务。 三湘都
市报举办的新丝路湖南模特大
赛深耕10年，好资源不胜枚举，
都是“湖南好身材”。

如有需求请咨询96258。

行程

�������★一些市民缺乏经验，
搬新居时显得手忙脚乱。 搬
家如何做好事前准备？ 让
96258的搬家师傅为你支招。

●

●

“湖南好身材”
到你碗里来

长沙市供水公司0731-85133333 长沙电力投诉95598 长沙新奥燃气95158 价格举报电话12358
长沙市公共客运管理处0731-84303488 长沙城管投诉热线0731-88665110 国安网络0731-82772222长沙生活服务热线

体彩开奖

（湖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2014年 5月 26日）

排列 3、排列 5
第 14138期 本期投注额：15876762元

奖级
直选
组选３
组选６

中奖注数（注）
8032
0

13496

单注奖金（元）
１０００
３２０
１６０

中奖号码

中奖号码

奖 级 中奖注数（注） 单注奖金（元）
一等奖 � � � � � 70 � � 100000

3��8��7

3�8�7�5�1

单注奖金(元)
10000000
6000000
140672
84403
7434
4460
200
100
10
5
5

超级大乐透
第 14060期 本期投注额：155476267元

中奖注数(注)
2
1
50
17
386
95

20856
6120

408778
120347
3932730

奖级
一等奖 基本
一等奖 追加
二等奖 基本
二等奖 追加
三等奖 基本
三等奖 追加
四等奖 基本
四等奖 追加
五等奖 基本
五等奖 追加

六等奖
合计

中奖号码12�22�29�30�34+05�11

4489382
一等奖（基本）派奖每注奖金：3846153元
一等奖（追加）派奖每注奖金：2307691元

湖南省2014年4月份
自学考试成绩已于5月26
日向社会公布， 考生可以
通 过 拨 打 声 讯 号 码
16885678查询本人成绩或

者拨打人工台1607160进
行咨询； 联通用户可以通
过发送“Z#”加“准考证号”
(如 :Z#010203040506)到
1062899281查询； 移动、

电信C网用户可以通过发送
“CJZK#” 加“准考证号”(如:
CJZK#010203040506)到1062
899261查询。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贺卫玲

湘潭雨湖法院选调4人
本报5月26日讯 今日，记

者从组织部门获悉，湘潭市雨湖
区人民法院现面向全省党政和
政法机关公开选调4名工作人
员。报名者可于5月21日至6月
4日， 通过雨湖区人民政府门户
网站www.xtyh.gov.cn、雨湖区
法 院 网 网 站 http://hnyhfy.
chinacourt.org下载报名表。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曾力力

坡子街火宫殿暂停业
本报5月26日讯记者今日

从长沙火宫殿坡子街总店得到
消息， 目前店内正在重新翻修，
暂时不接待市民游客， 预计8月
初翻新完成，届时将重新迎客。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彭可心

人事…

考试…

上半年自考成绩揭晓

湖南省2014年上半
年全国计算机等级考试成
绩于 5月 26日向社会公
布， 考生可以通过全省统
一 的 声 讯 服 务 信 箱
16885150查询本人成绩

或者拨打人工台1607160进
行咨询；移动、电信C网用户
可以通过发送“CJDN#”加
“准 考 证 号 ” ( 如 :
CJDN#1526430001000828)
到1062899261查询，联通用

户可以通过发送“JSJCJ#”
加 “准 考 证 号 ” ( 如 :
JSJCJ#152643000100082
8)到1062899222进行查询。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贺卫玲

计算机等级考试成绩公布

开福区启动全民健身
想参加的去社区报名

本报5月26日讯 近日， 长沙
市第三届全民健身节“精美开福，
运动北城”2014开福区全民健身节
系列活动在月湖公园正式启动，在
接下来的7个月时间里， 长沙市民
可以在开福区免费参与6大主题活
动。想参加的市民可带上自己的身
份证，通过所在社区、街道免费报
名，所有比赛获胜者都能得到不同
程度的奖金或奖品。

开福区全民健身时间表

太极进社区

时间：6月-9月
地点：湘江风光带风帆广场

邮政杯广场舞比赛

时间：4月-8月
地点：湘江风光带风帆广场

象围棋擂台赛

时间：5月
地点：阳光围棋俱乐部、四方

坪二小。

农村趣味运动会

时间：9月3日
地点：青竹湖镇、捞刀河街道

天健杯笼式足球争霸赛

时间：5月-7月
地点：天健足球馆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彭可心
通讯员 王强

活动…记者从湖南省卫生厅
获悉，湖南省2014年新农合
人均筹资水平提高到 380
元，其中各级财政的补助标
准从每人每年280元提高到
每人每年320元。

据湖南省卫生厅介绍，
湖南省今年继续落实规定
病种大病的救治政策，将重
点保障大病和住院补偿的
需求，住院统筹基金所占比

例不得低于年度基金总额
的80%，并将新农合病人急
诊抢救的费用纳入住院补
偿的范围；湖南今年将继续
落实农村五保户和农村孕
产妇在县乡级定点医院住
院及分娩基本医疗费用全
免优惠政策，调整完善相关
政策措施和监管机制，确保
基金高效合理使用及两免
对象切实受益。

据悉，湖南卫生部门将
加强新农合基金的监管 ，
有效控制医疗费用和住院
率的不合理增长。 严厉打
击各种违规套取骗取新农
合基金的行为， 对发生重
大套取骗取新农合基金案
件， 严重损害群众利益的
医疗机构，实行定点资格一
票否决。

■据新华社

新农合筹资水平
提高至380元
新农合病人急诊抢救费用纳住院补偿范围

本报5月26日讯这几天
的雨把人都下烦了吧。 明后
两天， 除了湘南有些阵性降
水， 其他大部分地区阳光满

满，气温接近30摄氏度，难得
的“洗晒天”和“出游天”， 大
家可以提前计划一下了。省
气象台预计，27日湘南仍多

阵性降雨， 其他地区天气转
好，温度上升；28日晚开始自
南向北降雨发展。

■记者 周月桂

风云…

今明难得有晴天，想洗晒的赶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