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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声财经·专题A21

为您提供帮助,房地产、矿业、电力、
种(养)殖、制造加工业、在(扩)建工程
等。 200万元起贷,另诚招各地代理。

★鹏旭投资★

24小时
服务热线

025-69827316
025-69827318

地址:南京市石鼓路 33号

书刊画册设计印刷
专业标准 13875869988张爱心驿站婚友

女 31未 164事业单位高挑秀丽秀外慧
中征 40下品优重责男 13142019199

女 34 离未育外来妹自营在长购房才貌
双全征成熟稳重男 15608422668

女 42丧大托征收户经营小生意房车齐
贤妻良母征上门男 13142022381

女 51 丧孩成家个体有房有门面朴实
善良征有责任男为夫 15873169895

男 52离无孩金融精英多套房无不良
嗜好征 50下城乡女 18390979851
60离银行退休儿女成家私房独住
征实在女安享晚年 18974954570男

婚介老字号相亲
交友的最佳选择82338915

麻将扑克无破绽绝杀 15873180989
顶级高手纯手法代玩

无抵押免担保 （5-50W）办
信用卡 18890365423 下款快贷款

一、建设项目概况。 新化天然气支线管道线路长度约 62.8km，起自“湘娄邵”管道
的涟源分输站，管线出站后向南敷设，在上塘家屋村穿越娄新高速，管线整体沿
高速南侧和高铁北侧走廊带敷设， 在邵阳市新邵县坪上镇刘家祠堂穿越 G207
国道，在国道边设置 1#阀室，管道继续向西行进，在冷水江市禾青镇圆湾里村南
X043公路东侧， 设置冷水江分输站， 管道出站沿 X043向南敷设 800 米后折向
西，在邵阳市新邵县坪上镇的石井和土库里村之间穿越资江，然后管道沿大乘山
脚向西部敷设，在禾青村东穿越 X44 公路后顺 X44 北侧河道滩地敷设，在岩下
村南穿至高铁西侧，在龙家界村东上山，在黄家凼南又穿回高铁东侧，后继续沿
高速南侧区域敷设至新化县桑梓镇枫林村南穿娄新高速，管道折向东北，在麒麟
上村东北侧穿过资江，进入新化末站。 工程总投资 16125万元。
二、建设项目对环境可能造成的影响概述。（1）施工期:本项目在施工期的环境影
响主要是对管线沿线穿越公路和农灌渠的影响以及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做好相
关措施后对环境的影响小。 施工时会造成一定程度的水土流失，及时复耕、复植
后，水土流失问题可得到控制和恢复。（2）营运期: 正常生产时天然气是在密闭管
道中输送，对大气环境无不良影响。站场生活污水和站内分离器排污及设备内部
清洗产生的生产废水分别由站内化粪池和一体化污水处理装置处理达标后回用
站场绿化或外排， 对地表水影响较小。 正常生产时产生的噪声能够达到相应场界噪声标
准，对外界声环境无影响。 站场清管废渣和过滤废渣按照一般固体废物处理处置。

三、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的要点。（1）环境空气:项目主要大
气污染物为非正常生产状况下的排放，通过定期巡检、定期试压检漏等措施可以
避免出现泄漏。（2）水环境: 本工程管道输送的是净化天然气，天然气不含气田
水。 营运期工作人员产生的生活污水和站内分离器排污及设备内部清洗产生的
生产废水分别由站内化粪池和一体化污水处理装置处理达标后回用站内绿化或
外排，对当地地表水影响较小。（3）声环境: 本项目运营期间，厂界噪声和放空噪
声可达标排放，对外界声环境无明细影响。（4）生态环境:采取生态环境及水土保
持措施后，可使工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大大降低至可接受程度。
四、联系方式：（1）项目建设单位及其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湖南省天然气有限公司 联系人： 储伟
联系电话：13903261122 地址：芙蓉中路二段 106号湘豪大厦 12层
（2）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机构及其联系方式
环评单位：湖南大学环境影响评价中心 联系人：杨老师
联系电话：0731-88821413 电子邮箱：ceia@hnu.edu.cn
已在湖南大学环境影响评价中心网对本
项目进行了全文公示（http://ceia.hnu.cn/
index.php?option =com_content&task =
view&id=31&Itemid=1）。

新化天然气支线管道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公示

湖南大学环境影响评价中心
2014年 10月 9日

大额资金支持企业及各类项目
融资借款，200 万起贷， 利率低
放款快速，轻松解决资金困难！
028-86759888（华汇中融投资）
成都市顺城大街 269 号富力中心 14 层

雄厚资金 全国直投

凭本市身份证当天放款，保密无抵
押（五一广场新世界百货 1301室）
电话：83525860、13657485968

急用借款万
金

各类大小项目借款， 三百万起
贷，地域不限，个人，企业均可手
续 简 单 、 利 率 低 ， 放 款 快 。
咨询电话：028-68807888

金融世家豪丰投资咨
询

1万配资 10万。 13397513388
我出资你炒股炒期货

代办大额信用卡5-50 万,无前期费
用 13677338159

团队主任 13574846111杨律师
专业刑事辩护团队

律师 调查

5-50万，下卡快，无前
期费用 18574390026办理大额信用卡

付律师13975826245 免费咨询
合同债务婚姻劳资法律顾问

娱 乐 设 备
娱乐之用 严禁赌博

最新扑克分析仪：适合斗牛金花三公
等，庄闲通杀，必赢绝技包教包会
包赢麻将机，可起手好牌，保证自摸

常胜牌技

长沙汽车南站后
面和一大酒店15211117272
实战牌具
低价安装麻将机程序，宽范围扑
克分析仪, 桌上无需放东西，一
对一透视眼镜。 筒子,密码麻将，
白光扑克等。
长沙晚报对面 134 6767 1788

特价搬家 拆装空调永发84712408
85653588

招聘搬运工

财运来特价搬家 拆装空调
85594898

一定发84478678

A级诚信单位
搬家移空调 招司机搬运工

搬家 回收

招商投资理财咨询
提示：本栏信息不作法律依据，请慎重审核对
方资信产品，切勿盲目经济往来，谨防受骗

优质贵酷老窖酒和芒果汁、苹果
醋饮料。 厂家投市场真扶持利润
大。 厂方热线:18374875188 陈总

白酒饮料招各地代理

世纪创投投资
本公司资金实力雄厚， 可为
各类大小项目提供资金帮助
（一千万起）， 轻松解决您的
资金困难，手续简单快捷，全
国直投，项目不限，企业，个
人均可。 代打各类保证金

400-9055-888

大额资金寻优质项目，专业诚信，
快捷。 企业个人项目资金周转
各类项目投资融资（矿产、 房地
产、电站、农牧业、制造加工、交
通、学校、在建工程）区域不限轻
松解决资金困难 028-68000866

弘旺投资贷款

你炒股、我垫资
按天数计息，有用才算 84257918

郑重提示：本栏信息不作法律依据，请慎重核对对方身份、资信，切勿盲目经济往来

华声在线同步发布报纸发行全省 网上发布全国 一个电话 立刻上门

广告洽谈 QQ：2953974391
50元/行起 每行按 13个 6号字计8446480113875895159广告洽谈热线：

凭此广告抵 500元

隐形无痕增发
可做任何发型
脱多少补多少
女发稀疏增密
增发遮盖白发

Alomons
亚乐门丝一根根精细增发

台湾专家主理

长沙市五一大道 717号五一新干线 2018室

长沙店
073188623456 www. alomons. com

9:00-19:00 (周一公休)

增
发
前

增
发
后

美容 美发

一、建设项目概况。 湘潭-益阳天然气支线管道包括湘潭首战、大河西分输站、益
阳东分输站和益阳末站 4 座站场， 线路总长度约为 112.4km， 沿线设置 5 座阀
室，其中 4座普通阀室，1座分输阀室。 管道始于湘潭首站（九华分输站内扩建），
向北沿 G61 京港澳高速复线、长张高速敷设，经过湘潭县、望城区、宁乡县、益阳
市到达益阳末站（长常线益阳清管分输站对接）；沿途穿越 5 次中型河流、4 次铁
路、4 次高速、国道及 7次公路等控制点。工程总投资 26557万元，预计 2015年 8
月完成试运行及投产。
二、建设项目对环境可能造成的影响概述。（1）施工期: 本项目在施工期的环境
影响主要是对管线沿线穿越公路和农灌渠的影响以及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做好
相关措施后对环境的影响小。（2）营运期: 正常生产时天然气是在密闭管道中输
送，对大气环境无不良影响。 本项目营运期噪声排放源主要为站场中压缩机、调
压器、过滤分离器等设备，各场站放空管设置位于厂区边界，周围主要以农田或
建设用地为主，经厂界绿化带隔声衰减不会发生扰民现象。站场生活污水和站内
分离器排污及设备内部清洗产生的生产废水分别由站内化粪池和一体化污水处
理装置处理达标后回用站场绿化或外排，对地表水影响较小。站场清管废渣和过
滤废渣属一般固体废物，经收集后统一在益阳末站内进行防渗掩埋处理。

三、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的要点。（1）环境空气: 项目主要
大气污染物为非正常生产状况下的排放，通过定期巡检、定期试压检漏等措施可
以避免出现泄漏。（2）水环境: 本工程管道输送的是净化天然气，天然气不含气
田水。 营运期工作人员产生的生活污水和站内分离器排污及设备内部清洗产生
的生产废水分别由站内化粪池和一体化污水处理装置处理达标后回用站内绿化
或外排，对当地地表水影响较小。（3）声环境: 本项目运营期间，厂界噪声和放空
噪声可达标排放，对外界声环境无明细影响。（4）生态环境: 采取生态环境及水
土保持措施后，可使工程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大大降低至可接受程度。
四、联系方式：（1）项目建设单位及其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湖南省天然气有限公司 联系人：储伟
联系电话：13903261122 地址：芙蓉中路二段 106号湘豪大厦 12层
（2）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机构及其联系方式
环评单位：湖南大学环境影响评价中心 联系人：杨老师
联系电话：0731-88821413 电子邮箱：ceia@hnu.edu.cn
已在湖南大学环境影响评价中心网对本
项目进行了全文公示（http://ceia.hnu.cn/
index.php?option =com_content&task =
view&id=30&Itemid=1）。

湘潭 - 益阳天然气支线管道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公示

湖南大学环境影响评价中心
2014年 10月 9日

郑重提示：本栏信息不作法律依据，交往请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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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谊 交友

真心成家女 33 岁丧偶多年温柔贤
惠漂亮，自营生意多年收入稳定，
诚觅体健重情男为夫，其它不限，
有孩视亲生 15999682243本人亲谈

!!!!
速办大中小企业及个人 50-
5000 万 简便快捷。 灵活还贷，
无须担保 13912948013周经理

信用借贷

10月8日，三湘都市报记
者从湖南苏宁获悉，10月1日
至7日，湖南苏宁国庆销售持
续火爆， 七天销售破3亿，同
比去年增长超27%， 再一次
刷新同期销售纪录。

中高端产品受青睐

假日经济对消费的拉动

力不容小觑， 消费者购物欲
望持续不减。“从国庆销售数
据来看， 消费结构升级趋势
明显， 中高端产品更获消费
者青睐， 国产一线品牌及合
资品牌销售占比大大增加。”
湖南苏宁相关负责人说。

他表示， 从具体品类上
看，彩电同比增长15%，三星
曲面电视在该品牌销售占比

达50%，LG曲面电视也广受
消费者欢迎， 国产曲面全面
跟上，尤以海信、创维、TCL
等表现突出； 冰洗同比增长
31%，海尔、小天鹅、西门子
等表现亮眼； 空调同比增长
15%；厨电更偏向于方太、老
板等高端厨电品牌； 国产手
机领域， 华为遥遥领先，中
兴、OPPO等表现超以往，销
售大幅增长。

“消费者选择苏宁，一是
因为让利幅度和买赠力度超
出常态促销水平， 如新会员
首购套餐劲享7折至7.5折
等； 同时现场丰富多彩的特
色活动，如免费美食品尝、魔
术表演等， 增加了购物趣味
性。” 对于亮眼的成绩单，上
述负责人说。

即日起纸品“买二付一”

线下成绩不俗， 线上也

异军突起。国庆七天，湖南苏宁
易购销售同比增长超150%。

9月30日，苏宁易购长沙城
市频道正式上线。

上线以来， 长沙城市频道
市区日均UV值超10万， 日均
PV值超35万， 同时带动绝味、
松桂坊等平台商户销量超
1000万。

“为答谢广大消费者的支
持和信赖，10月8日至12日，湖
南苏宁再续国庆力度， 双线让
利回馈消费者。”苏宁相关负责
人说。

即日起至10日， 苏宁易购
推出纸品“买二付一”活动，10
日至12日， 苏宁门店则通过全
面追加特价畅销单品、 品牌团
购让利等促销资源， 持续普惠
全城。目前，湖南苏宁已经启动
iPhone6预定活动，预存300元
得565元大礼包，200元配件礼
包加365元1年意外保险礼包。

■记者 杨迪 通讯员 邓倩

湖南苏宁国庆销售同比增27%��
即日起苏宁易购纸品“买二付一”

10月 5日晚 ， 双色球
14115期头奖井喷107注520
万！其中，山西省独揽101注。
如果这101注头奖为一人所
得， 那么这位彩民将独揽
5.25亿巨奖！

Top1： 北京5.70亿元巨

奖。2012年6月12日晚，双色
球第 2012068期头奖井喷
117注，单注奖金518万多元。
其中北京一彩民狂揽110注，
获得奖金总额5.7亿元。

Top2： 浙江省绍兴市
5.65亿元巨奖。2011年7月26
日， 双色球第2011086期井
喷113注头奖，其中浙江绍兴
一位幸运彩民中得110注头
奖，总奖金达到5.65亿多元。

Top3： 河南省安阳市
3.599亿元巨奖。2009年10月

8日，双色球第2009118期开
奖，河南安阳一彩民凭借2张
分别倍投44倍的机选单注彩
票， 投注了88注， 总奖金
3.599亿多元。

Top4：四川省巴中市2.6
亿元巨奖。2012年2月7日，双
色球第2012014期头奖井喷
59注， 单注奖金520万多元。
四川巴中一幸运彩民独揽50
注头奖， 揽得2.6亿元的双色
球巨奖奖金。

Top5： 上海杨浦区2.59

亿元巨奖。2010年8月10日，双
色球第2010092期开出55注一
等奖， 一位上海彩民投注一张
“6+2”复式票，买了5倍，然后
进行10倍倍投，不仅独揽50注
头奖，还拿下50注二等奖，获得
2.59亿元巨奖。 ■湘彩

双色球巨奖排行

日本时尚女装潮牌MOUSSY自长沙
首家店铺开业以来， 备受时尚达人们的喜
爱！ 该品牌近日在长沙王府井百货店举行
了盛大的新店开业活动， 邀请了吸睛的模
特走秀巡游演绎最新潮品， 展示服饰的同
时也把品牌让女性尽情展现自我个性的
理念传递给大家。喜爱品牌的消费者们不
用走进发布会就能看到时尚大秀！

近期基本面数据不及预期催生空头情
绪，股票市场震荡加剧，而低风险的货币基
金和理财型基金收益有所上行。 理财债基
月度冠军天弘季加利理财债券型基金，于
9月26日迎来首次开放申购， 此次开放期
为9月26日-10月9日。 目标定位于季度理
财的投资者，可通过农业银行、邮储银行、
中信银行等代销机构及天弘基金网上直销
平台、直销中心等渠道进行申购。据了解，
作为天弘基金旗下的首只理财债基， 天弘
季加利成立于2014年6月18日， 为满足投
资者的流动性需求， 以3个月为一个运作
周期，每个季度末开放申购赎回，开放期为
5个工作日，9月26日该基金迎来成立后的
首次开放申购。 ■记者 黄文成

天弘季加利开放申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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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冬发布会完美落幕
携最潮新品
进驻长沙王府井

经济信息

国庆期间，苏宁人气火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