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喀布尔市中心爆发枪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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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喀布尔
８

月
１９

日电阿
富汗首都喀布尔市中心

１９

日发生袭击
事件，

３

名武装人员与阿安全部队交
火并被当场击毙。 阿独立选举委员会
当天宣布， 仍有

２０％

的选举物资未送
达投票站。

这次交火是近
５

天来塔利班武
装在喀布尔制造的第四起暴力事
件。 阿内政部发言人巴沙里

１９

日
证实，

３

名武装分子当天上午
７

时
左右潜入并占据了喀布尔市中心

帕什塔尼银行营业部所在大楼，

阿安全部队和警察迅速封锁现场，

进入大楼内部与武装分子展开交
火， 并在楼顶将其击毙。 阿安全
部队方面没有人在冲突中伤亡。

塔利班武装发言人穆贾希德之后
声称，

５

名塔利班自杀式爆炸者执行
了当天的袭击。 他说， 共有

２０

名自杀
式爆炸者已潜入喀布尔， 随时待命制
造袭击。

阿富汗总统选举将于
８

月
２０

日举

行。 随着大选投票进入倒计时， 抵制
大选的塔利班武装多次制造袭击事
件， 企图破坏大选。

阿南部坎大哈居民
１６

日收到塔利
班散发的传单， 传单警告居民不要参
加投票， 否则将成为其行动的牺牲
品。 塔利班

１７

日还发表声明， 否认大
选期间与政府存在任何临时停火协
议， 并威胁民众不要参加投票， 否则
将付出“代价”。

２００9

年
8

月
20

日星期四 时事

11

本版责编张权吴干明责任校对程小林

拔牙花钱知多少？

一个人从满口真牙，到掉第一颗牙，装假牙，再掉牙，

再装假牙，直至牙齿掉光，装上满口假牙，到底要花多少

钱？ 许多人没有仔细算过，告诉你，平均两万多元，高一些

的达五万元。 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

许多人都有拔牙装牙的经历，每一次拔牙，要等上几

个月才能装上假牙，假牙要固定在相邻的真牙上，加重其

负担，再过几年，像多米诺骨牌一样，相邻的牙齿又松动

了，再拔再装，反反复复，等来等去，直至满口牙齿拔光，装

上满口假牙，这一过程持续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

回过头一算， 花在牙上的钱居然几万元 （而且是自

费），耗费的精力，看病装假牙花的时间，所受的痛苦不是

金钱能弥补的。 万一不小心，把假牙随食物咽了下去，可不

得了，假牙是不能被胃肠消化的，上面还有铁钩子，赶紧送

医院，开刀取出假牙，花钱多少不说，受的罪可就大了。

据了解， 目前市面上有一种治疗牙周病的中成药，叫

补肾固齿丸，是知名厂家九芝堂生产的。 不仅可以补肾，而

且具有填精、固齿、活血解毒等功效。 专业治疗牙龈出血、

牙周酸软、松动移位、咀嚼无力等牙周病，使牙齿坚固。 听

说还是国家中药保护品种。 有意者用座机可以拨打免费电

话

400-887-0799

，手机用户可以拨打

0731-84499729

。

笔者认为，牙松宜治不宜拔！ 祝愿大家找到一种好的

合理的治疗方法，让您的牙齿陪伴你一生。

长沙明治汽车用品销售有限公司：

经查，你公司在

2008

年

11

月代理渤海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湖南分公司车险业务时，在渤海财产保险股

份有限公司湖南分公司不知情的情况下，将私人车辆行

驶证车主修改为单位车辆投保并出单。上述行为违反了

《保险法》第一百三十一条规定，情节严重。 依据《保险

法》第一百四十条之规定，我局拟对你公司处以吊销《保

险兼业代理许可证》的行政处罚。

如对我局认定的违法事实、 处罚理由及依据有异

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一条、第

三十二条和第四十二条的规定，你公司有陈述、申辩和

要求听证的权利，可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四十日内向我

局进行陈述和申辩或提出听证要求， 逾期视为放弃陈

述、申辩以及要求听证的权利。

2009

年

8

月

20

日

公 告

湘保监公告〔2009〕20号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湖南监管局

株洲鼎兴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经查，

2007

年

3

月

-8

月，你公司存在虚开保险中介

服务统一发票和截留保险赔款的违法行为，分别违反了

《保险代理机构管理规定》 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和 《保险

法》第一百三十一条、《保险代理机构管理规定》第一百

零一条规定，情节严重。 依据《保险代理机构管理规定》

第一百三十二条、第一百四十一条和《保险法》第一百四

十条之规定，我局决定对你公司处以吊销《经营保险代

理业务许可证》的行政处罚。

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满

60

日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

本处罚决定， 你公司可自送达之日起，

60

日内依法向中

国保监会申请行政复议，或在

3

个月内向长沙市开福区

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2009

年

8

月

20

日

湘保监公告〔2009〕21号

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湖南监管局

公 告

� � � �

四肢疼痛、麻木、僵硬、肌肉萎缩无力、肢体瘫痪、感觉障碍、大小便失

禁等症状长久以来一直困扰着脊髓疾病患者。 现今医学表明：只有再生脊

髓神经细胞才是治疗脊髓疾病的关键。

我国自主研发的纯中药制剂“仁仁益髓颗粒”是国内治疗脊髓疾病的

唯一国药。 其特含鲜牛脊髓、

SC

细胞元，使细胞活性增强

28

倍，打通神经

传导系统，恢复神经灵敏度；再生神经细胞，修复脊髓损伤；益髓壮骨，杜绝

后遗症。 被国家“瘫痪疾病康复工程”指定为脊髓疾病首选用药。

经国内多家权威医疗单位临床验证，“仁仁益髓颗粒”对于各种脊髓病

有效率高达

92.8%

。 一般患者

1-2

个治疗周期就可以恢复及改善各种脊髓

疾病引起的相关临床症状。

湖南脊髓康复中心：

0731-85512687

网址：

www.hnjskf.com

紧 急 寻 找

30 名脊髓疾病患者，治疗费优惠 30%

湖南亚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09

年

8

月

19

日

更换印章声明

因工作需要，自

2009

年

8

月

19

日起，我公司正式启

用新印章。 新印章取消了旧印章中公司英文名称，保留

“湖南亚华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中文名称及 “五角

星”图案。 新印章启用后，旧印章同时废止。

特此声明。

随着医学高科技的不断发展，皮肤白斑不再是难治的皮肤顽症

之一。 湖南省军区机关医院的专家们着重从病因病理学方面进行研

究取得了重大突破， 成功破解了皮肤白斑易诊断难治疗的难题，独

创出“黑色素细胞免疫激活疗法”，运用高科技生物基因制剂，直接介

入白斑部位，激活黑色素细胞再生，并通过高科技智能皮肤白斑种

植系统进行体细胞种植， 使黑色素细胞在白斑区两小时裂变成活，

短期内可恢复正常肤色，达到由内到外，标本兼治的目的。 该疗法见

效快、无痛苦、不住院、随治随走、不影响工作和学习，是当今医学界

治疗皮肤白斑的最佳方法。

（节假日不休）

8月 11日 -8月 31日细胞种植费优惠 50%

治疗必须专业

0731-

85587837

皮肤白斑

长沙市八一路 473号（迎宾路口）

地址

：

乘 1、142、501路到军区医院站或 111、113、131、146、803路到八一路站下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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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
８

月
１９

日电（记者
张勇）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

１９

日
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高金素梅
率领的台湾少数民族代表团全体成
员， 并发表了即席讲话。

胡锦涛首先对台湾少数民族代
表团来大陆参访表示热烈欢迎， 并
向台湾少数民族同胞致以诚挚问候。

胡锦涛说，不久前，台湾遭受了历
史罕见的台风灾害， 台湾同胞的生命

财产蒙受了重大损失， 特别是一些台
湾少数民族同胞受灾严重。 我们对此
感同身受，十分关切，十分牵挂。 在这
里，我谨代表大陆同胞，向遭受台风袭
击的台湾父老乡亲致以深切慰问，对
不幸遇难的台湾同胞深表哀悼。

胡锦涛表示， 中华民族历来有
扶危济困、 团结互助的优良传统。

两岸同胞是血脉相连的一家人。 台
湾同胞的困难就是我们的困难。 我

们将继续向台湾同胞提供救灾援助，

支持台湾同胞搞好灾后重建。

胡锦涛指出， 台湾少数民族同
胞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重要成员。

长期以来， 你们为抵御外来侵略、

捍卫民族尊严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
争， 为中华民族的发展和台湾的开
发建设作出了不懈努力， 为推动两
岸关系的改善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
献。 你们以自己的行动证明， 两岸

同胞和衷共济、 齐心协力， 就一定
能保护好、 建设好我们的共同家园，

开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新局面。

胡锦涛表示， 过去一年多来，

两岸关系实现了历史性转折， 取得
一系列重要成果， 这符合两岸同胞
的根本利益， 是人心所向， 大势所
趋。 我衷心希望， 两岸同胞更紧密
地携起手来， 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
大复兴而共同努力奋斗。

胡锦涛会见高金素梅率领的台湾少数民族代表团时说

� �

据新华社北京
８

月
１９

日电国务
院总理温家宝

１９

日主持召开国务院
常务会议， 研究部署促进中小企业
发展， 审议并原则通过《全民健身
条例（草案）》 和《外国企业或者个
人在中国境内设立合伙企业管理办
法（草案）》。

会议指出， 当前， 要继续落实
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政策措施， 在
此基础上进一步采取新的扶持措施：

（一） 完善政策法律体系， 为中小企
业发展营造公开、 公平竞争的市场
环境和法律环境。 扩大市场准入范
围， 降低准入门槛。 制定政府采购
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具体办法。 对
困难中小企业的阶段性缓缴社会保
险费或降低费率政策执行期延长至
２０１０

年底。 （二） 切实缓解中小企
业融资难。 鼓励各地建立小企业贷
款风险补偿基金， 对金融机构小企
业贷款按增量给予适度补助。 对商
业银行开展中小企业信贷业务实行
差异化的监管政策。 加快创业板市
场建设， 增加中小企业直接融资规
模。 稳步扩大中小企业短期融资券
和集合债券的发行规模。 设立包括
中央、 地方财政出资和企业联合组
建的多层次中小企业贷款担保基金

和担保机构。 （三） 加大对中小企
业的财税扶持。 逐步扩大中央财政
预算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专项资金
规模， 重点支持中小企业技术创新、

结构调整、 扩大就业。 加快设立国
家中小企业发展基金， 引导社会资
金支持中小企业发展。 研究对小型
微利企业的税收扶持政策。 坚决清
理和禁止不合理收费， 减轻中小企
业社会负担。 （四） 加快中小企业
技术进步和结构调整。 中央预算内
技术改造专项投资和地方政府都要
安排专项资金， 支持中小企业技术
改造。 鼓励大型企业加强与中小企
业协作配套。 支持中小企业在科技
研发、 工业设计等生产性服务业和
软件开发、 网络动漫等新兴产业发
展。 （五） 支持符合条件的中小企
业参与家电、 农机、 汽车摩托车下
乡和家电、 汽车以旧换新等业务。

落实出口退税等政策， 支持中小企
业开拓国际市场。 （六） 加强和改
善对中小企业的服务。 积极培育各
类中小企业服务机构， 加快建设中
小企业公共服务平台、 小企业创业
基地和中小企业信息服务网络。 全
面清理并进一步减少、 合并行政审
批事项， 为中小企业提供便捷服务。

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出

实施六项措施促进中小企业发展

� �

抗日战争时期， 在河北省易县
狼牙山战斗中英勇抗击日伪军的八
路军

５

位英雄， 用生命和鲜血谱写出
一首气吞山河的壮丽诗篇。 他们是
八路军晋察冀军区第

１

军分
区第

１

团第
７

连第
６

班班长、

共产党员马宝玉， 副班长、

共产党员葛振林， 战士宋
学义、 胡德林、 胡福才。

１９４１

年
８

月，

日军华北方面军
调集

７

万余人的
兵力， 对晋察冀
边区所属的北
岳、 平西根据地
进行毁灭性“大
扫荡”。 第

１

军分
区第

１

团第
７

连奉
命掩护机关、 部
队和群众向老君
堂方向转移。 完
成任务撤离时，

留下马宝玉等
５

人担负后卫阻击， 掩
护全连转移。

５

位勇士坚定沉着， 利用有利地
形，奋勇还击，从

２５

日拂晓一直打到
中午，击退了日伪军多次进攻，毙伤
９０

余人。他们边打边撤，子弹打光后，

就用石块还击， 一直坚持战斗到黄
昏。 面对步步逼近的日伪军，他们宁
死不屈，毁掉枪支，义无反顾，纵身跳
下数十丈深的悬崖。马宝玉、胡德林、

胡福才壮烈殉国，葛振林、宋学义被
山腰树枝挂住，身负重伤，被老乡们
救起，幸免于难。

新中国成立后， 宋学义转业到
地方工作，

１９７８

年逝世。 葛振林
１９８１

年
７

月离职休养， 离休前任湖南
省军区衡阳军分区后勤部副部长，

２００５

年
３

月逝世。

（据新华社北京
８

月
１９

日电）

人民英模
狼牙山五壮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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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后驾驶在中国已成“顽疾”，

不仅“病” 因复杂， 更在于久治不
愈。 对于这样的“顽疾”， 除须在
法律上加强惩处力度之外， 同样也
须多管齐下， 实行疏堵结合， 形成
互相监督的社会环境， 方能收到满
意疗效。

首先要革除野蛮劝酒的陋习。

我国酒文化源远流长， 劝酒也成为
餐桌上必不可少的一环。 盛情之
下， 想不喝也难。 近日南京交管部
门出新招， 对劝同桌驾驶人饮酒和
不阻止其酒后驾驶的人要实行连带
处罚。 类似规定， 想必能对劝酒人
起到一些约束作用。

强化酒后驾驶危害性的宣传
教育，提高驾车人的自觉性，也必不
可少。媒体的宣传、在就餐场所悬挂
酒后驾驶危害性宣传标语、在酒店
餐桌上放置不酒后驾驶的提示
卡……这些无处不在的提醒，都是
让司机及同酒桌朋友自觉形成“饮
酒不驾车、驾车不饮酒”意识的必要
手段。

除了堵，更要重视疏导。比如在
有些不得不喝的情形下，“酒后代
驾” 显得必不可少。 在国外早已普
及的“酒后代驾”，在国内暂时还不
能完全被大众接受。 但是相信随着
代驾模式的不断完善， 它极有可能
成为成本最低、 最有效的医治酒后
驾驶的“良药”。

� �

据新华社北京
8

月
19

日电（记
者林红梅） 青藏、 康藏公路于
1954

年
12

月
25

日正式通车。 西藏拉
萨、 四川雅安、 青海西宁各界各族
人民， 在这一天举行了盛大集会，

热烈庆祝通车。 毛泽东主席特为康
藏、 青藏公路全线通车题词： “庆
祝康藏、 青藏两公路的通车， 巩固
各族人民的团结， 建设祖国！”

康藏公路起自四川雅安， 终于
拉萨， 全长

2255

公里， 平均海拔
3000

米以上。

青藏公路起自西宁，终于拉萨、

北达敦煌，纵贯“世界屋脊”，全长
2100

公里，于
1954

年
5

月
11

日动工修
筑，

12

月
25

日通车拉萨， 历时
7

个月
14

天，全路平均海拔
4000

米以上。筑
路工程开始时， 有干部

19

名， 工人
140

名，后工人增为
1200

名，过唐古
拉山后又增加工兵二团。 施工口号
是：“排除障碍， 重点加工， 保证通
车”。施工做法是：前边有一个组，拿
着指南针，拉着骆驼，根据方向、地
形设下标记； 后面则组织六个工程
队，沿着标记跟踪前进。修通青藏公
路， 没有使用专业化的勘察测量队
伍， 没有组织工程局这样的专门施
工机构， 也没有按照先测设、 后施
工、然后通车的一般程序，而是先粗
通、后测设、然后施工改建提高路线
标准。

青藏、康藏公路

建成通车

你们的困难就是我们的困难

新中国档案

疏堵结合治醉驾

� � �

韩国首枚运载火箭“罗老” 号
１９

日因“技术故障” 在倒计时最后阶段
中断发射， 使发射计划又一次受挫。

这次发射原定于当地时间下午
５

时进行， 但离发射时间还剩约
８

分钟
时中止。

韩国教育科技部一名官员说， 由
于检测到故障， 发射程序自动中断。

他说， 由于一个高压仓供压不
足， 导致一个阀门无法正常工作。 火
箭燃料和助燃剂将被抽出， 这一过程
预计耗时约三天。 韩国和俄罗斯专家
将在仔细检查后决定是将火箭送回厂
房还是再次注入燃料准备发射。

韩国联合通讯社援引“罗老” 号
火箭计划一名负责人的话报道， 他们

在
１８

日的发射预演中没有发现这种情
况， 因为他们当时没有给火箭加注燃
料， 也没有给里面的设备加压。

发射中止后， 韩国航天研究所宣
布， 火箭当天不会发射， 新的发射日
期将与俄罗斯专家协商后确定。

（据新华社电）

“技术出故障” 韩国火箭受挫

今日观察

我们都是

一家人

� � � � 8

月
19

日， 福建省举行福建同胞
援助台湾灾区赈灾晚会。

大图：

8

月
19

日， 演员在赈灾晚
会上表演歌舞《生死不离》。

小图： 赈灾晚会现场观众打出
各种支援台湾灾区的标语牌。

新华社发

本报记者田甜

图为油画《狼牙山五壮士》。

新华社发

选举物资仍未部署到位

� � � � ■中办、国办近日印发《关于开展工程建

设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工作的意见》，规范

工程建设领域市场交易行为和领导干部从政

行为，维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促进反腐

倡廉建设

■新华社发表评论员文章， 建立新型农

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 是促进社会公平的历

史性一步

（均据新华社）

标题新闻标题新闻

加快创业板市场建设

增加直接融资规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