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湘商研究会成立

湖南省湘商研究会19日在长沙成立，全国政协

原副主席毛致用出席成立大会。省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刘莲玉当选湘商研究会会长。

■记者 胡信锋 实习生 彭牡 常文君

湖南第二例甲型流感患者悄悄出院

避开所有媒体记者，19日下午， 我省第二例流

感患者小赵悄然出院。长沙市公共卫生服务中心负

责人表示，患者达到了卫生部甲流病例出院标准，院

方尊重患者要求，不便透露患者出院信息。

■记者 刘璋景 实习生 盘红芳

湖南首创网络销烟行动

即日起，一场声势浩大的“天下无毒·网络销烟”

行动在全省范围内拉开帷幕。 这场由湖南省禁毒委

主办的网络销烟行动，为今年6·26国际禁毒日量身

打造，是湖南首次通过网络游戏的形式向毒品宣战。

只要登录中华帮网(http://jd.chinabong.com)，参与

活动领取火把，就可获得抽奖机会。据悉，该活动将于

6月26日上午在贺龙体育场东广场举行“善行

2009———天下无毒·网络销烟”仪式。 ■记者 胡信锋

湖南机场集团与澳门机场结为姊妹机场

湖南机场股份有限公司与澳门国际机场专营股

份有限公司18日签订战略合作备忘录，结为姊妹机场。

今后，两地机场公司将在航线推广、市场营销等方面展

开广泛合作。 ■记者朱玉文通讯员黎晓阳吴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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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新闻·要点

《三湘都市报》读者凭当天报纸和有效身份证件；

1.�免费享受全身中医经络体检服务。

2.免费享受 " 通天耳 1+1 黄金组合 " 治疗体验。

3.免费享受高清医学耳镜专业检测。

由于报名治疗体验和体检的读者众多，请先电话预约，

每份《三湘都市报》限一人参加。

体验地点：建湘路 160号泓良健康中心（芙蓉广场南 50米）

预约热线： 0731-4481538���������������0731-6823518

家住北京朝阳区的王大爷今年 69 岁，38 岁时就出现了耳

鸣，就像蝉鸣声、嗤嗤声，听力一直下降到 80分贝。被确诊为神

经性耳聋耳鸣，患病期间西、中医都治疗过，钱也花了，罪也受

了，但都收效甚微。 后来他大女儿在报纸上看到了“通天耳 1＋

1 黄金组合”，是高科技提炼的生物制剂，口服＋外用，运用世

界先进的“睡眠神经可塑性”原理，每天一次还是晚上睡觉的时

候用，还没有任何毒副作用。 女儿先买了一个疗程，20 天后王

大爷的耳鸣声音就变小了，听力也有些提高，女儿又一下子买

了四个疗程，用完后耳鸣声基本消失了，听力竟然提高到了 35

分贝，王大爷老伴激动的说：没想到老头子 30 年的耳聋竟然还

能恢复到像年轻时一样，衷心的感谢通天耳厂家。

“通天耳 1＋1 黄金组合”运用当今世界上最新医学科技成

果，经数十位中外著名医学专家历经多年潜心研制而成，打破

了耳神经不能修复的传统定论，通过营养现存的耳神经，修复

麻痹的耳神经， 再生坏死的耳神经等三大途径， 首创营养、修

复、再生的综合疗法，达到恢复听力消除耳鸣的神奇功效。

第一步激活脑神经和耳神经，起到有效消肿散结，疏通

经络的作用，提高耳神经细胞对外界的敏感性。

第二步营养脑神经，改善内耳循环和耳蜗微循环，增强耳部

的新陈代谢，调节脑神经和耳神经、耳鼓膜及大脑的供血供氧。

第三步修复耳神经，促进听神经纤维再生长，促进未发

育成熟的听神经细胞成熟并激活麻痹状态的听神经细胞发

挥正常功能。

“通天耳 1＋1 黄金组合” 的成功问世震惊了全球医学界，

荣获国际听力学会 2007年度最高科技研发奖，得到中国中医耳

鼻咽喉科杂志的鼎力推荐， 目前正在世界范围内广泛推广,自

“通天耳” 成功进驻长沙市建湘路 160号泓良健康中心以来，使

三湘大地神经性耳聋耳鸣患者看到了新的希望。 文 朱春潮

专家咨询热线：0731-6823518

豫卫健用字（2004）第 236号

神经性耳聋耳鸣患者的新希望———

30年耳聋耳鸣，好了！

震撼三湘报读者的爆炸新闻———

三 湘 报 读 者 免 费 体 检

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2009年 6月 19日

短信查询为：发 168 到 09999168(移动)、8099168(联通)、91099168(小灵通)。 电话查询为：16889888��125903168

中国福利彩票 3D 游戏湖南省开奖公告

第 2009163 期 中奖号码 8 3 8

全国销售总额：57173390 元

中奖情况

湖南省销售金额：1637548 元；中奖总金额：409440 元。

奖等

单选

组选 3

组选 6

中奖注数

276

417

0

单注奖金额(元)

1000

320

�160�

中奖金额(元）

276000

133440

0

中国福利彩票“湖南风采”乐透型(22选 5)开奖公告

第 2009163 期

本期投注总额：96438元 中奖号码：13���12���06���21���18

中奖结果

好运彩销售及中奖结果

好运彩 销售额 总奖金 中奖注数 每注奖金

好运 1

好运 2���

好运 3�

好运 4

354元

2282 元

22608元

15644元

175元

1125元

11288元

7820 元

5注

45注

34 注

4 注

35元

25元

332元

1955元

合计

40888元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1

注

112注

1977注

29792元

5600元

11862元

29792元

50元

6元

奖 等

中奖注数 本期派彩 每注奖金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

全国开奖公告

中奖号码：

基本号码：21 17 29 22 30 13 2４

特别号码：14

第 2009070期

奖 等 中奖注数 每注奖金

一等奖 3 902841

二等奖 13 29764

三等奖 210 3685

四等奖 729 ２００

五等奖 8377 ５０

六等奖 14490 １０

七等奖 108673 ５

奖池累计金额：0元

本期销售额：10453542 元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公告

七星彩第 ０9０70 期 本期投注总额：22997062元

中奖号码

奖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六等奖

下期奖池：

中奖注数（注）

2

27

449

5553

58139

617536

单注奖金（元）

6００００００

16829

1800

３００

２０

５

七

星

彩

7 9 7 2 5 8 8

10167462.97元

排列 ３、排列 ５第 ０9163期 本期投注总额：27107576 元

中奖号码 1 2 0

投注类型 全国中奖注数（注） 单注奖金（元）

直选 � � � � � 4430 １０００

组选 ３ 0 ３２０

组选 ６ 14309 １６０

中奖号码 1 2 0 5 7

奖 级 中奖注数（注） 单注奖金（元）

一等奖 25 １０００００

排

列

３

排

列

５

２２选 ５ 第 09163 期 本期投注额：2396036元

中奖号码：02 08 11 12 19

奖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中奖注数(注)

26

2820

51716

单注奖金（元）

29787

５０

５

中奖号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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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8

138

309

6804

单注奖金（元）

／

45027

3752

500

100

10

08 07 10 26 14 30 ＋ 22

36 选 7 第 ０9０70期 本期投注额：955356 元

湖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2009 年 6 月 19 日

开奖信息查询：湖南体彩网 ｗｗｗ．ｈｎｔｉｃａｉ．ｃｏｍ

短信查询：发送 CP 到 125666（移动）、8256（联通）、

91256（小灵通）， 包月定制 6 元 /月， 点播 0.5 元 /

次，客服：0731—4429019。

6月11日，诺基亚发布了一款全

新的中国移动定制终端诺基亚5802�

XpressMusic。 这款终端出厂即独

家预置了包括潘玮柏、SHE、蔡依林

和陈奕迅等明星在内的中国移动无

线音乐俱乐部季度营销新曲， 实现

心机和无线音乐俱乐部服务的结

合， 创新了国内通过定制手机发布

音乐专辑的营销模式。通过它，消费

者可以更直接地从手机中欣赏并下

载新歌全曲，随时随地享受“无线音

乐”。中国移动动感地带代言人潘玮

柏应邀参与了本次发布会， 与现场

媒体、 无线音乐俱乐部会员和诺基

亚音乐粉丝们共同见证了这一激动

人心的时刻。

诺基亚中国移动业务副总裁林

启中先生表示：“非常高兴诺基亚与

中国移动携手，联袂为国内音乐爱好

者带来诺基亚5802�XpressMusic

以及全新的‘无线音乐’解决方案。在

心机诺基亚5802�XpressMusic中，

我们并没有局限于常规的终端定制，

而是拓展到了内容服务模式，在国内

开创了一个新的音乐专辑发行平台，

为中国数字音乐产业的发展开辟了

新模式。未来，我们也将与中国移动

寻求更多的合作机会，共同推动行业

的发展，并为消费者带来更丰富和多

样的移动体验。”

有别于以往的中国移动定制终

端，诺基亚5802�XpressMusic支持

移动终端和无线音乐服务的结合。

诺基亚5802�XpressMusic首次实

现通过心机发布音乐专辑的全新模

式， 为新歌发布拓展了一个全新的

渠道，它预置了潘玮柏、SHE、蔡依

林和陈奕迅等明星的最新专辑，包

括28首最新的中文劲歌金曲， 可以

让消费者免费试听20次。同时，消费

者可以通过它直接开通和访问中国

移动全曲下载服务， 即刻享受高品

质全曲MP3的下载收听服务， 拥有

随时随地的“无线音乐”世界。值得

一提的是， 使用这项服务试听和下

载全曲全部免收GPRS费用，为消费

者试用这项服务提供了极大方便。

作为一款音乐终端 ， 诺基亚

5802�XpressMusic内置专业音频

芯片 (DSP+)，拥有环绕声效果的立

体声扬声器和8频段图形均衡器，提

供业界最强劲的声效， 让使用者无

论使用耳机还是外放， 都可以欣赏

到非常逼真的环绕立体声音乐。诺

基亚5802�XpressMusic支持所有

主流数字音乐格式， 其标配的8GB

内存卡可存储多达6000首歌曲。

□经济信息

心机诺基亚5802�XpressMusic闪亮登场

中国移动定制音乐终端带来全新“无线音乐”解决方案

本报6月19日讯“湖南目标，全年社会消费品

零售总额增长要保18%。消费马车仍需加鞭。”省财

政厅总经济师欧阳煌在今日举行的省政府新闻发布

会上宣布：“省财政在原来预算已经作出安排的基础

上，新增1亿元资金，支持商贸流通服务业发展。”

新增的1亿元资金将分布到5个方面： 家电和汽

车摩托车下乡补贴新增5000万元；扩大湘菜消费新

增600万元；城乡农贸市场、农产品批发市场标准化

改造等新增3500万元；商业促销新增700万元；支持

扩大重点商品储备新增200万元。

据省商务厅副厅长易昌伦介绍， 财政用于商业

促销新增的700万元，将不会采用消费券的形式，而

是绝大部分通过“抽奖”的形式奖励消费行为。“今年

春节长沙100万元奖励消费者的活动就取得了良好

的效果。”700万元到达各市州后， 将由各市州自行

出台自己的奖励细则。 ■记者 谈金燕

□相关链接

家电“以旧换新”湖南暂未启动

本报6月19日讯 省商务厅副厅长易昌伦在今

日召开的省政府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家电“以旧换

新”，国家已明确长沙为9个试点省市之一，但实施细

则还未出台，目前市场上的相关活动均为商家促销，

非官方行为， 希望消费者仔细甄别。“湖南将全力支

持长沙试点。” ■记者 谈金燕

今年47岁的李丽，创办了湖南省

衡阳市“李丽家庭教育工作室”和公

益网站“丽爱天空”，帮助百余名厌学

孩子重返校园，为近万名学生树立自

信；她深入学校、企业、社区、监狱，义

务开办家庭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讲

座，听众达10万余人次。她的善行使

20多万人获得心灵的洗礼。

因患小儿麻痹症，7岁之前的小李

丽从未站起来过。8岁那年， 在经历了

40多次痛入骨髓的手术后， 李丽终于

拄着拐杖站了起来。 然而，40岁那年，

一场车祸，再次让她回到了轮椅上，身

上留下了270多道切口和6块钢板。

李丽没有被命运的折磨打倒，而

是坚强地面对人生。2003年5月，李丽

自强不息的经历深深打动了衡阳雁南

监狱的干警， 他们邀请李丽给服刑人

员作报告。“你们被自己的心结囚禁，我

被自己的身体囚禁。” 推心置腹的一番

话，李丽“走”进了2000多名服刑人员的

心中。她和他们分享自己的苦难人生和

奋斗经历， 许多曾经杀人越货的汉子，

在这个孱弱的女子面前流下了眼泪。

后来的日子， 服刑人员的信件如

雪片般飞来。李丽一一亲笔回复。除了

写信，近年来，李丽还接听电话1000多

个，寄送书籍500余本，先后帮52名刑

释解教人员找到了工作。 在她的影响

下， 郴州监狱的服刑人员成立了以李

丽名字命名的志愿团爱心基金会，已

为社会特困人员捐资5000余元。

在服刑人员的信中， 李丽惊讶

地发现他们由于家庭教育出现严重

问题， 心灵的天平在年少时就已过

早倾斜。2005年春节刚过，李丽毅然

北上求学，用近一年的时间，认真学

习了家庭教育、儿童心理学、犯罪心

理学等课程， 并取得心理咨询师资

格证。回到衡阳后，她创办了公益性

机构“李丽家庭教育工作室”，致力

于帮助迷途少年。如今，工作室已积

累辅导案例200余个、“家庭教育辅

导手记”20多万字，还吸纳爱心志愿

者240多个。 ■记者 刘燕娟 整理

6月19日， 审计署公布了第

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组织委员

会(以下简称北京奥组委)的财务

收支情况和奥运场馆建设情况审

计结果。 根据截至2009年3月15

日的实际收支数、 后续应实现收

入和待结算支出的统计结果，北

京奥组委收入将达到205亿元，

较预算增加8亿元； 支出将达到

193.43亿元，较预算略有增加；收

支结余将超过10亿元。

奥运场馆验收合格率100%

公告披露， 北京奥运会新建

和改扩建比赛场馆36个、独立训

练馆和国家队训练基地66个，这

102个奥运建设项目总投资194.9

亿元。

国家体育总局、教育部、北京

市及相关地方政府高度重视奥运

场馆建设，各项目法人及设计、施

工、 监理等参建单位认真履行职

责， 全部项目均按期建成并投入

使用，验收合格率100%。工程建

设中未发生重大质量和安全生产

事故， 也未发现重大损失浪费和

违法违规问题， 资金筹集和使用

基本合规， 项目投资控制总体情

况良好。奥运会结束后，奥林匹克

中心区成为北京市新地标和旅游

热点，举办了多项大型活动，截至

目前已接待国内外游客400多万

人，取得良好社会和经济效益。

开闭幕式支出8.31亿元

公告披露， 为确保奥运会开

闭幕式表演成功， 北京奥组委成

立北京奥运会开闭幕式工作领导

小组、 开闭幕式工作部以及开闭

幕式运营中心，按照决策层、管理

层和执行层三层机制运行， 同时

北京奥组委监察审计部向开闭幕

式运营中心派驻监察审计组负责

全程监督， 保障了各项筹备工作

顺利进行。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开

闭幕式共支出8.31亿元。

北京奥运会火炬传递支出

3.12亿元。 北京残奥会火炬传递

支出0.2亿元。

北京奥运会、 残奥会共招募

赛会志愿者10万人，北京奥组委

用于志愿者招募、培训、组织运行

等相关支出共计1.71亿元。

奥运会可销售门票共计

680.43万张， 实际售出646.41万

张，销售率达95%，实现销售收入

12.8亿元。

“鸟巢”投资超预算约4.56亿

跟踪审计发现部分项目存在

违规招投标、 法人招标遗留问题

未解决等问题。

审计发现14个项目的28项

专业分包和材料采购招投标存在

违规行为， 主要表现为不按主管

部门核准方式招标和评标， 工作

存在错漏，影响中标结果。

国家体育场等项目超概算。

国家体育场（鸟巢）初步设计概算

批复总投资31.4亿元， 但因结构

复杂、技术难度大、工艺要求高、

功能和标准调整以及主要建材

涨价等原因投资超概算约4.56

亿元。

□链接新闻

北京奥运并非最昂贵的

一届奥运会

有记者提出： 北京奥运会是

否是“最贵”的奥运会？

审计署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

同志回答道，根据中央的精神，北

京奥组委以“节俭办奥运，廉洁办

奥运，不举办一届最昂贵奥运会”

为工作要求，合理控制预算规模，

坚决落实“节俭办奥运、廉洁办奥

运”方针，加强预算审核，严格控

制支出， 通过政府采购、 公开招

标、竞争性谈判、大额支出中介评

审等措施，保证了资金运作公开、

透明、节俭、高效。

在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下，北

京奥运会的组织运行费用通过积

极的市场开发进行筹措， 收入规

模保证了筹办赛事需要。 按固定

汇率计算， 北京奥组委的支出规

模低于上届奥运会，同时据了解，

下届奥运会的预算规模要高于北

京奥运会水平。因此，北京奥运会

不是一届最昂贵的奥运会。

本报6月19日讯 经湖南银

监局批准， 长沙银行株洲支行今

日正式开业， 开业首日存款一举

突破7亿元， 并在开业仪式上签

订综合授信3亿元的框架协议。

长沙银行进驻株洲， 标志着该行

正式吹响了区域化发展的“冲锋

号”，成为湖南首家真正意义上的

区域性股份制商业银行。

作为银行湘军的杰出代表，

长沙银行成立12年来，始终坚持

“服务市民、服务中小、服务地方”

的办行宗旨， 实现了自身与地方

经济社会的良性互动和共生共

荣， 综合实力现已在全国城商行

中名列前茅， 发展素质达到全国

性股份制商业银行中上水平，基

本具备上市条件。

据介绍， 长沙银行株洲支行

将突出“政务银行、 中小企业银

行、市民银行”三大业务特色，积

极融入株洲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在今后的几年中， 该支行将在株

洲地区设立5-6家下属分支机构。

为什么选择株洲作为异地分

支机构的第一站？“株洲有政策优

势，是长株潭‘两型社会’建设中

心城市之一，市场发展机遇多，发

展空间大；有经济发展优势，中小

企业发展迅猛；有区位优势，交通

优势，是‘一点一线’主要城市，

‘金三角’重要一角，交通枢纽。”

长沙银行董事长、 党委书记张智

勇认为，跟湘潭、衡阳、岳阳等湖

南经济重镇比， 株洲的综合优势

更加突出。 这应该也是其他商业

银行在走出长沙、 辐射全省时首

选株洲的考虑。

以长沙银行株洲支行开业为

契机， 长沙银行将加快推进区域

化、股权多元化、上市的发展步伐，

全面进军“区域性精品上市银行”

的战略目标。“下一站是湘潭市，3

年内，以‘3+5’城市群为重点，在全

省设立5-7家分行；再用3年，在省

外北京、上海、广州、重庆、成都等

地开设7-9家分行。”张智勇董事长

踌躇满志。目前，长沙银行已与中

信证券签订了上市辅导协议。

■记者 邓桂明 通讯员 胡岚

省财政再投1亿元拉“消费马车”

其中700万通过“抽奖”形式奖励消费

□省内短讯

审计报告：开闭幕式耗资8.31亿 “鸟巢”花费近36亿 门票收入12.8亿

北京奥运会盈利超

10

亿元

14个项目招标违规，无重大问题 “北京奥运并非最昂贵的一届”

长沙银行吹响区域化发展“冲锋号”

株洲支行正式开业，首日存款突破7亿元 全面进军“区域性精品上市银行”

□湖南：全国道德模范候选人事迹展

李丽：全国助人为乐模范候选人

轮椅上的爱

奥运场馆建设总投资194.9亿元，“鸟巢”超概算约4.56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