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赶制大红灯笼迎新春

� � 1 月 25 日，河北省任县骆庄乡达二村村民在晾
晒大红灯笼。

春节临近， 河北省邢台市任县骆庄乡村民赶制
大红灯笼，供应各地节日市场。 骆庄乡是邢台远近闻
名的灯笼制作基地，全乡有 200 余家灯笼作坊。

（新华社 宋杰 摄）

再见了“速冻君”！
寒潮结束，全国大部逐渐回暖

新华社北京 1 月 26 日电（林
晖、刘羽佳）记者 26日从中央气象台
获悉，随着寒潮过程基本结束，全国
大部地区开始逐渐回暖。

中央气象台监测显示，26 日早
晨， 全国大部地区都处于回暖状态，
较 25 日同时刻气温普遍上升 2 至 5
摄氏度。

但是，寒潮虽然结束，冬雨又将
到来。中央气象台预计，从 27日开始
至 29日， 我国南方大部地区将迎来
一次明显降雨过程， 其中江南中南
部、 华南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

雨， 局地有大暴雨。 26 日白天到夜
间，江西南部、湖南南部、广东西部、
东部以及云南西部等地有中雨，局地
大雨。

随着冷空气离开，华北、黄淮等
地将出现短暂的雾霾天。 预计从 26
日夜间开始，华北中南部、黄淮、陕西
关中等地静稳天气将逐渐发展。 27
日，华北中南部、黄淮北部等地将出
现中到重度污染。从 28日开始，受偏
东路冷空气影响，华北中南部、黄淮、
陕西关中、东北地区中部等地空气污
染气象条件逐渐转好。

河北三大电信运营商
涉嫌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
向学生强行推销“校讯通”“家校通”“翼校通”等

新华社石家庄 1 月 26 日电（记者王
昆）记者从河北省工商局获悉，中国移动
河北分公司、中国联通河北分公司、中国
电信河北分公司等电信运营商采取赠与
学校领导、班主任、联系人老师话费的方
式，向广大学生强行推销“校讯通”“家校
通”“翼校通”等产品，涉嫌违反《中华人民
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

校讯通是电信运营商针对教育系统

开发的电信增值业务，曾普遍用于家长和
老师、学校之间的沟通，并起到了一定的
积极作用。 但在此业务推广过程中，电信
运营商采用与教育部门或与教育部门下
属公司合作的方式， 支付所谓的渠道费
用，以合法的外衣非法获得与学校排他性
合作的机会。

据河北省工商局有关负责人介绍，电
信运营商在业务开展过程中，与基本教育

功能、学校教育管理职能相捆绑，设定技
术壁垒，变相强制学生、家长使用相关电
信业务。 为了保障固有利益，排斥使用更
有效的新技术，如微信等，强制学生、家长
等客户使用其提供的不必要的技术服务。
随着移动互联时代的到来，其去留已经受
到各界的关注，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校讯
通已成为运营商、学校的谋利工具。

寒潮导致广西钦州
10万斤罗非鱼死亡

� � 寒潮带来的冰冻天气已导致位于北部湾沿
海的广西钦州市 10 多万斤罗非鱼死亡。截至 25
日 18 时， 寒潮导致全市水产畜牧业造成的直接
经济损失估算为 118.02 万元， 其中罗非鱼损失
10.72 万斤。 新华社记者 周华 摄

地址：邢台市桥西区莲池大街 186 号（蓝天双语学校东行 300 米路南） 健康服务热线：0319-5550555����5550666

P53 抑癌基因检测邢台唯一定点采样单位 邢台市健康证办理定点体检单位

仁泰体检 忠实守护您的健康 北京疾控中心 P53检测邢台唯一定点采样单位

拥有健康·拥有财富
仁泰体检邢台首家专业健康管理机构
北京市疾控中心 P53 抑癌基因检测邢台唯一定点采样单位

“送礼”送“健康”
年关临近，又到走亲访友的时候，很多

朋友往往为送什么礼物合适而发愁，送礼，
不但要送的好，送的得体，送得贴心、收得
安心，送到皆大欢喜，这可是一门大学问。
送礼送健康， 是目前人们选礼送礼的一个
重要选择标准。 因此人们选择的礼物不再
局限于送水果，而是越来越丰富，其中送一
份健康体检不失为一份很好的礼物。

我们都知道送礼是联络感情的一个好
方法， 可是选择礼物却是一件让人头疼的
事。 送长辈、送领导、送朋友、送客户等，这
些我们最珍惜的人，到底送什么礼物？ 随着
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 送礼的习俗和观念
也悄然变化：“送健康” 成为了送礼的追求
之本、精髓所在。 在这场新的健康送礼风潮
中，“健康体检”展露锋芒：仁泰体检由邢台
市卫生局及各有关部门审批通过成立的非
营利性医疗机构， 主要从事健康体检服务
的全国连锁健康体检机构， 邢台市健康证
办理定点体检单位。 邢台市首家专业健康
体检机构。

仁泰体检以预防医学为指导，按照“治
病，去医院；查健康危险因素，去体检中心”
的原则建立的专以健康人为服务对象的医

疗机构。
精准数据 硬件为基

我单位采用现代化高精尖设备， 其中
有德国飞利浦专业心脏彩超、 美国 GE 彩
超、数字胃肠机、北京万东 DR、韩国人体成
分检测仪、 韩国骨密度检测仪、 经颅多普
勒、全身动脉检测仪、德国迈瑞全自动生化
监测仪等。

精益求精 服务先行
仁泰体检坚持“专业体检，一流服务”

的思想理念，为广大客户提供专业、完善的
健康评估，同时进行跟踪服务，打造流程服
务一体化模式。

健康体检 专家把关
单位拥有一流的专家团队，如心内科、

神经内科、内分泌科、外科等均由知名主任
医师健康评估、把关，为您提供最真实、最
准确的体检数据。

这是一段看似与我们所提到的话题无
关但确是息息相关并应让我们务必重视的
内容———健康：你的身体足够强健吗？

①拥有健康并不能拥有一切， 但失去
健康却会失去一切。 健康不是别人的施舍，
健康是你自己对你的身体的珍爱。 很少有

人能够彻底明白健康与事业的关系是怎样
的重要，怎样的密切。

②人们的每一种能力，每一种精神机能
的充分发挥， 与人们的整个生命效率的增
加，都有赖于身体的健康程度。 健康的体魄
可以使一个人勇气与自信心兼具； 而勇气
与自信是成就大事的必备条件。 体力衰弱
的人，多是胆小怕事、优柔寡断者。

③要想在人生的战斗中得到胜利，一个
最重要的条件， 就是每天都能以精力饱满
的身体去应付一切。 对于那整个生命所系
的大事业， 你必须付出你的全部力量才能
成功。 只发挥出你的一小部分能力从事工
作，那一定是干不好的。 你应该用你旺盛的
斗志以及健康的身体去从事工作， 工作对
于你，是趣味而非痛苦；你对工作，是主动
而非被动。

④假如你因生活不知谨慎而造成精疲
力竭，那么再去从事工作，你的工作效率自
然要大减。 在这种情形之下，成功是难以得
到的。

⑤许多人就失败在这点上 -- 想从事
工作，进行事业，无奈体力却不支。 一个活
力低微、精神衰弱、心理动摇、情绪波动的

人，自然永远不能成就什么了不起的事业。
了解到此， 我们认识到健康如此重要，

对自己、对珍惜的人、对所有人都是如此。
当今社会有多少年轻力壮的、 正在为事业
打拼的自认为自己还年轻、 身体很好的人
因为不注重自己的健康只是一味的付出，
他们付出了自己的健康， 甚至有的人付出
了自己的生命。 这不是危言耸听， 这是事
实。 这样的事情历历在目。

这样的事情我们也不是完全的无能为
力的，我们可以了解自己的健康状况的，可
以预知预防，只要我们有心。 到现在我们可
以下定决心决定选择健康体检这份厚礼，
送到我们珍惜的人的手里。 为他们的健康
出一份力。

在此，仁泰体检为大家精心准备了丰富
的健康体检套餐：一、送年轻朋友的常规体
检套餐 二、 送父母长辈的中老年体检套餐
三、有针对心脑血管疾病体检套餐 四、送高
端 VIP客户体检套餐 等等， 还有 P53�抑癌
基因检测项目：癌症早知道（我单位为此检
查项目采样单位， 检测单位是北京疾控中
心）。 P53抑癌基因检测 20人及以上可享受
九五折优惠。 详询电话 13703192868

声明
李立军不慎将就业

失业登记证丢失， 证号：
1305990012000873， 发证
日期 2012 年 3 月 23 日，
声明作废。

声明
邢台市桥西区郭守

敬大街北小区 54 号楼 2
单元 4 号杨晓勇不慎将
2009 年核发的第二代身
份 证 丢 失 ， 证 号 ：
130503196506130674， 声
明作废。

声明
郭随庆不慎将道路运

输从业人员从业资格证丢
失 ， 资 格 证 号 ：
1305010020009000062， 声
明作废。

声明
武俊明不慎将道路运

输从业人员从业资格证丢
失 ， 资 格 证 号 ：
1305210020013001036， 声
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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