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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培训
房 屋 租 售

京城豪苑华都阁甲单元8楼豪装158m2
出售或出租，价面议。13806622757徐

换锁芯、配汽车钥匙
69999999开修锁

有房租售
出租：河海东路 1号新大楼单层
1500m2共7500m2，有独立电梯和货梯，
车间500-1000-2500m2，有 5吨和15
吨行车。厂房出售21000m2，另有南大
街云庭精装修106m2出售、以上交通
方便，价格面议。电话：18018255810

汽车美容维修店转让
兰陵九洲新世界广场营业中300m2新装修一年，
洗车、美容、维修、轮胎工位齐全。13706114122

厂房出租
钟楼区永红宣塘村委旁有1200m2,
标准厂房出租。13775100060

◆便民家政

88666666
换C级锁芯\配汽车钥匙

阿明
开锁◆房产信息

浴室转让或承包
白云新村营业中浴室转让或承包，消
防证照齐全，接手可营。13912310387

大娘水饺
送餐时间：10点 -21点

送餐专线86683377专线8668727288101717
盒饭送餐时间：10点 -19点 30

朱臣靓
粥、炒菜、炒面（饭）、点心、砂锅、快餐

外送热线：86750777
聘：厨师、打包工、外送员加盟热线：18961455577

www.czzcl.com

小
时

24

888117114008800400
网上订餐：www.lihua.com
承接学校食堂、企事业单位团餐

天天快餐
外送快餐、热炒、汤类
煲类、菜肉团子

通宵服务：8881479788117676 88837376
招:送餐工、厨师若干名

捷成餐饮
常州市放心餐饮示范单位

88991528专业团膳供应商
网址：www.czjccy.cn

餐饮
好 每一天7

专业承接团膳、工作餐托管食堂

订餐
热线86915757、86915577

市区免费送米，热线：

福稻米道

85251719
18136397100

买生态有机大米，尽在福稻米道。
每天打进电话前 5名，额外赠送
1公斤生态香米。（名额有限，送完为止）套餐：35元一砂锅二炒一蔬

55元二砂锅三炒二蔬
电话：86982728 86981728

同学快餐
特色品牌、咸肉菜饭、咸排咸泡饭、盖浇饭
（满十份送老干妈辣酱一瓶）招钟点送餐工

出 租 办 公 房
怡康花园西，益丰大厦600m2，精装办
公房，整层出租，可停车13004377891

广告刊登热线

86677982
86677992
传真号码：

86677995

分类广告

快餐
房产

小投入
大回报

本部地址:
和平中路 413
号报业传媒大
厦（南侧）辅楼
三楼313室
电话：86677982

旺铺急转
市中心附近650m2茶楼，经营麻将、棋牌、餐饮，正常
营业，已持续盈利多年，接手可盈利。17712771121田

旺铺出售（绝对超值）
地处闹市，1200平米，设施齐全，市口极
佳，回报超大。18351236668（非诚勿扰）

厂房出租
牛塘长虹高架下有三层，每层3500m2，有货
梯，交通方便，适合轻工、电子13584313594

厂 房 出 租
新北区汉江路与天山路交叉路
口有 2层至 6层共 5000m2厂房
出租，配电梯，适合电子、轻工等
行业。1380611223513861089876

厂 房 招 租
232省道戴溪段标准厂房出租500m2，水、
电、行车齐全，租金优。15195036638

◆婚介交友
●小舟婚介（女士优惠）18112332257

电话：8662006688888895

迅捷教育
98年以来常州家长一直最信赖的专业辅导机构

★主推：精品小班 晚托班 名师一对一
地址：局前街50号新都大厦9楼（市实验中学对面）
诚 邀 名 校 离 退 休 在 职 老 师 加 盟

二手车金笛86657968
免费估价 现金收购 代办手续

快速办理汽车抵押借款

◆私家车讯

觅年薪 10万起步，百
万不是梦！年龄：25-55岁。

上进型女性合作

13182500203徐女士

聘
上市国企招 55岁以下管理干
部，5000元起，双休、养老、医
疗、旅游等13861277298徐经理

◆人才招聘

（国内要闻）“可克达拉”昨日设市

《草原之夜》传唱多年 新华社乌鲁木齐电“等到可克达拉改变了模
样，姑娘就会来伴我的琴声。”———这首创作于上
世纪60年代的《草原之夜》曾传唱中国。歌中提到
的“可克达拉”，12日起正式成为中国西部边陲的
一个城市。
2015年3月18日，国务院批准在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设立县级可克达拉市，实行兵团城市“师
市合一”模式，归属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四师管
理。
可克达拉市区域内，已经先后建成中国最大

的薰衣草种植基地、国家级水稻标准化示范农场
等，是新疆重要的优质粮油、天然香料、制种玉米
等特色农产品生产加工出口基地；依托毗邻霍尔
果斯和都拉塔两个陆路口岸的地域优势，可克达
拉还计划进一步发展国际物流、电子商务等产业。

《草原之夜》传唱多年

“可克达拉”昨日设市国内

要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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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要闻）放流 !"""尾中华鲟（有图）

长江三峡

4月12日，3000尾大规格中华鲟在长江三
峡大坝下游湖北宜昌胭脂园放流长江，放流规
格、数量为历年来大规格个体放流之最。

此次活动是三峡集团中华鲟研究所第57次
开展中华鲟放流活动，放流的中华鲟个体均为超
过2岁龄的全人工繁殖子二代，其中2011年出
生的500尾、2013年出生的2500尾，体长分别
为80厘米、40厘米。
中华鲟是与恐龙同时代的生物，1996年被世

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濒危物种。近年来，受涉水
工程建设、环境污染、航运干扰等因素影响，中华
鲟群体数量逐年减少。科研部门统计，每年洄游
至葛洲坝下的中华鲟繁殖群体数量已经由1982
年的1000多尾下降至目前的50多尾。

新华社

（体育天地）“期待最好的结果”

李宗伟现身听证会

新华社阿姆斯特丹电 等待已久的前羽毛球世界
“一哥”李宗伟涉药案听证会11日在荷兰阿姆斯特丹
闭门举行。经过6个半小时的听证会后，表情放松的李
宗伟出现了。陪同他的律师摩根告诉记者，由世界羽联
组织的三人小组，“给了我们一次公平的机会。现在，我
们期待最好的结果。”

李宗伟则表示，他期待能在“两到三周内”有最终
结果，并感谢了球迷对他的支持。
世界羽联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内部人士说，听证

会不会在11日当天产生结果，有关人员需要些许时间
进行讨论以及撰写报告，“这是个要求很高的技术活”。
作为前男单世界第一、马来西亚羽毛球名将李宗

伟于2014年8月在哥本哈根参加世锦赛期间被查出使
用了违禁药物地塞米松。
现年32岁的李宗伟曾声称，若被禁赛两年，他将不得

不选择退役。李宗伟目前的世界排名已经跌落到第17位。

（体育天地）周琦 #$分钟得 $分

世界组队对抗美国篮球

新华社华盛顿电 世界队11日在波特兰举行的世
界篮球峰会上以103:101险胜美国队。作为中国唯一
参加的球员，周琦出战12分钟得到两分、三个篮板和三
次封盖。
世界队在上半场一度领先14分，美国队在全场得到

22分的肯纳德的带领下疯狂追赶，但默里最后一节独砍
10分，帮助世界队在过去四年中第三次击败美国队。

耐克世界篮球峰会被誉为“球星摇篮”，每年汇集
全世界19岁及以下最好的球员一起训练比赛，目的是
为世界各地有才华天赋的年轻人提供展示的舞台，每
次现场都会云集大量NBA球探。
对于周琦，世界队主帅拉纳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我

想他就是个明星，前途无量，像他这样身高的球员有这样
的运动能力和灵活性真是难得，”拉纳说，“他的脚踝一直
有伤，但即便如此，今天周琦的表现仍让人印象深刻。我很
高兴今天他是为我们队打球，而不是站在对手那边。”

（体育天地）吸引 %&"多名外国选手

平壤马拉松

2015年度朝鲜平壤马拉松比赛12日举行，吸
引众多国内外选手参加。赛事主办方介绍，今年共
有来自 30多个国家的 650多名外国选手参加比
赛，其中包括不少美国人。

平壤马拉松全称“万景台奖”国际马拉松比赛，
去年首次允许外国业余选手报名参赛。比赛起点和
终点都设在平壤市中心金日成体育场，选手出发后
途经凯旋门等地标性建筑，环绕平壤市中心，沿途
接受朝鲜民众欢呼助威。

专门经营“朝鲜游”的高丽旅行社总经理西蒙·
科克雷尔介绍，通过这家旅行社报名参赛的就有约
280名外国人，其中绝大多数来自美国和欧洲。

在奖励方面，全程马拉松冠军的奖励最为丰
厚，包括500欧元!约合

!"#

美元"奖金、以选手名
义捐给慈善机构500欧元以及朝鲜艺术家手绘的
特制版马拉松招贴画一幅。

来自科罗拉多州的唐·钱布利斯决定带上儿子
一起去参赛。他说：“我一直对朝鲜感兴趣。当我告诉
别人，我要去朝鲜时，他们其中四分之三认为我疯了，
另外四分之一则为我兴奋。我认为这将非常好玩。”

新华社特稿

（体育天地）新加坡赛国羽收获三冠（有图）

4月12日，2015年世界羽联超级系列赛新加坡
公开赛落下帷幕，中国队收获三项冠军。在昨天的比
赛中，孙瑜连救3个赛点逆转战胜中华台北的戴资颖
捧走女单冠军，区冬妮/于小含夺得女双冠军。此外，
张楠/赵芸蕾成功问鼎混双冠军，傅海峰/张楠在男
双决赛中激战三局居亚军。 新浪

（科技鉴伪）“换头术”就是个噱头

连基础试验都没做
自幼患有脊髓性肌肉萎缩症、现年30岁的俄罗

斯电脑程序员斯皮里多诺夫，期望为自己换个健全
身体。意大利神经学家塞尔焦·卡纳韦罗，则一直热
衷尝试给人换头的移植试验。这就是近日媒体传得
纷纷扬扬的“换头术”。
在迄今还没有一次动物“换头”试验成功的条件

下，多国专家分析说，这样的手术无论从科学还是伦
理方面都行不通，此事更像一个博公众眼球的噱头。

意大利神经外科协会主席阿尔贝托·德利达雷
指出，换头手术是卡纳韦罗博眼球的“狭隘捷径”，
卡纳韦罗多年前就提出这一理论，但是没有任何基
础支撑。科学需要试验、展示结果和多次重复验证，
而卡纳韦罗的理论完全没有这些。

俄罗斯卫生部派驻下诺夫哥罗德州的首席移
植医师扎盖诺夫说，换头能否成功，关键在于能否
让被截断的神经特别是脊髓相容并复活，现有技术
达不到。尤其是在脖子上，迄今世界上没有人能在
颈部成功接通属于不同人的脊髓。要想换头并让头
指挥新身体，就必须在修复脊髓损伤方面取得重大
突破，否则换了也白搭，还是瘫痪。 据新华社

（两岸关系）建设银行在福州建中心

海峡两岸跨境结算

新华社福州电 记者从中国建设银行获悉，建设银
行“海峡两岸跨境金融中心”已于日前正式落户福州。

据介绍，该中心将加强对海峡两岸台资企业的
金融综合服务，建设与台湾和东南亚地区银行跨境
人民币同业往来账户之间的资金汇划渠道，推动分
行与福建自贸区、平潭综合实验区开展股权投资基
金的业务合作，并推动个人跨境人民币对外直接投
资业务和个人跨境结算业务发展，还将加强与台资
同业、风险和创业投资等公司的联动。

长江三峡

放流3000尾中华鲟

长江三峡放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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