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价格周报

本报5月17日讯 “老板变大方了，白

菜放少了”，今天中午，常叫“芹菜炒肉”外

卖的长沙市民杨小姐说。她说，餐馆老板

很小气， 平时总放很多白菜作为配菜，以

增加分量，今天白菜分量变少了，主菜芹

菜反而多了。

殊不知， 并非餐馆老板变大方了，而

是大白菜涨价了。记者从长沙各大农贸市

场了解到， 上周大白菜涨了七八毛钱，卖

到了2.4元/斤，而芹菜售价2.2元/斤。

省商务厅的监测数据也显示：上周我

省蔬菜批发均价3.35元/公斤，上涨0.9%，

这是我省菜价连续六周下跌后的首次上

涨。

监测的18个品种7跌11涨， 其中大白

菜、圆白菜、芹菜和苦瓜分别上涨19.15%、

14.02%、9.25%和6.44%。

■记者 未晓芳

六周来，菜价首次回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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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5月17日讯 5月17日， 在湖南省

工商局注册服务大厅，新注册登记的外商

投资合伙企业湖南菁致农业综合开发园、

长沙瑞途投资合伙企业的合伙人代表，从

省工商局副局长李沐手中领取了营业执

照。据悉，这也是湖南省颁发的首批外商

投资合伙企业营业执照。

“以前办证至少需要一年的时间，还

有很多限制，现在不光没限制条件，一个

月就拿到证了。”抱着营业执照,湖南菁致

农业综合开发园代表吕学贤开心地向记

者说。

不再需商务部门审批

外商投资合伙企业是外商投资的一

种新形式。省工商局外资处处长袁咏梅向

记者介绍， 与传统的外商投资企业相比，

在投资便利化方面具有两个比较明显的

特点：首先是放宽了准入条件。放开了境

内自然人投资外资企业的限制。

“以前的三资企业的中方投资者在国

家法律法规的层面上只允许是经济组织，

境内自然人是不能直接和外资共同投资

设立企业的。”袁咏梅表示，现在放宽准入

条件后，外商投资合伙企业的登记为境内

自然人投资外资企业提供了准入平台。

其次是简化了登记程序。 袁咏梅说，

外商投资合伙企业不需要商务部门的审

批，由工商部门直接登记。

同时， 投资者认缴和实缴的出资，不

需要会计事务所审验，也不需要评估机构

评估，由全体合伙人之间协商一致认可即

可。

累计登记3户外商合伙企业

据悉，外商投资合伙企业主要是根据

《外国企业或者个人在中国境内设立合伙

企业管理办法》和《外商投资合伙企业登

记管理规定》成立登记的，而这两个行政

法规及部门规章是从2010年3月1日起开

始实施的。

据统计， 连同长沙市工商局登记的1

户外商投资合伙企业， 湖南累计登记了3

户外商合伙企业。截至今年3月底，全国共

计登记了外商投资合伙企业134户， 主要

集中在浙江、广东、上海。湖南的发展数量

在全国进入前十位，在中部排名第一。

■记者 刘玲玲 实习生 彭婧

我省首颁外商投资合伙企业营业执照

“从前至少等1年，现在不用1个月”

★精彩一：购沃 3G 手机送 24 个月话费；

★精彩二：自备手机入网，存 120 打 360，

存 228 打 680；

★精彩三：iphone4足量供货，白色版震撼面

市；

★精彩四：3G手机 0元购，加送好礼享精彩；

★精彩五：存 600元上网费免费得沃 3G无

线上网卡；

★精彩六：办沃家庭宽带送超值 3G 手机；

★精彩七：沃 3G�C计划主叫增加 60分钟再

降阶 20%。

智享 3G，沃领先锋

日常生活也要计成本呢。“享受轻松沟

通，快乐沟通，还要将省钱进行到底。 ”

在湖南联通长沙松桂园营业厅咨询新

业务的陈女士对记者说，“联通推出的沃家

庭 AB 计划，不仅能与家人免费打电话，降

低生活成本， 更可尽情体验时尚的 3G 通

信，3G 时代嘛，我也不能 out 了。 ”

什么是“沃家庭”AB 计划？“沃家庭”

AB 计划真能为人们的家庭生活带来如此

多的益处吗？

记者从湖南联通营业厅了解到，“沃家

庭”AB 计划，是通过“宽带 + 固话 +2G 手

机“及”宽带 +固话 +2G手机 +3G手机”的

组合模式，打造的全新家庭通信消费理念。

“沃家庭”A计划为“宽带 +固话 +2G手机”

模式， 套餐内包括宽带资费和 2G手机、固

话国内长市合一时长共享分钟数， 用户还

可享受到更优惠的高速宽带及长话资费。

“沃家庭”B 计划则为“宽带 + 固话

+2G 手机 +3G 手机”模式，套餐中高速宽

带资费更加优惠，2G 手机、 固话国内长市

合一时长， 长话资费堪称业内性价比最好

的通信资费。 另外，宽带、2G、固话还实现

与 3G业务的合账缴费，十分方便。

此外， 湖南联通营业厅刘小姐还告诉

记者，“还有为个人度身定制的沃 3G 的 A、

B、C 计划，用户可以畅享极速 3G 网络，语

音、数据全球漫游，全国接听免费，长、市、

漫三费合一，一毛五打遍全国，超出流量的

只要 0.03分 /KB。 ”

为弄清楚三种资费特点， 记者详细了解

了一下：其中，A计划为上网 +畅聊，用户能

随心支配更多上网流量， 适合经常移动商务

办公的商务人士或者是经常上网的数码达

人；B计划为畅聊+上网，让用户尽怀欢享更

多通话时长，适合通话量较大的商务人士；而

C计划为超长本地通话 +上网，适合本地通

话较多的用户。如此一来，用户就可以按照自

己的消费特点，选择更超值的套餐了。

沃 3G，智能沟通改变生活

中国联通 3G 全业务品牌“沃”，这个

起初听起来陌生的新鲜通信业务， 经过近

两年的发展现在已经成为人们日常通信

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好伙伴、 好助手。 联通

在成为 3G 领跑者的同时， 不断开发新业

务来丰富用户体验。

3G 时代的数字化智能绿色生活是什

么样的生活应用体验呢？

“说实话，以前总感觉手机上网慢，也

不如使用电脑方便。 但现在， 使用手机上

网、收发邮件、炒股甚至管理公司业务，都

已经成为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了。 ”

市民李先生表示。

李先生的应用感受只是沃 3G 业务的

缩影。联通相继推出了手机音乐、手机电视、

手机报、无线宽带、手机上网、视频通话、手

机邮箱这七大沃 3G亮点业务，给个人用户

带来了丰富贴心的应用服务。业内分析专家

指出，用户若想淋漓尽致的体验这七大亮点

业务，沃 3G是最好的通信终端选择。

与美国苹果公司在大陆唯一官方合作

的中国联通，自 iPhone�3GS版 09年登陆中

国以来， 一直到 2010 年 9 月 iPhone4 强势

上市， 一直受到年轻时尚人群和高端商务

人士的狂热追捧，由于需求量大，所以始终

面临着“一机难求”的窘境，购机柜台前不

可避免的要排起长队， 正如他们的广告口

号“再一次，改变一切”。

“智享 3G，沃领先锋”2011世界电信日湖南联通系列报道之二

联通沃 3G 领跑 3G时代

�����2009年世界电信日， 中国联通·

沃 3G 走入人们视野，两年来，以联通

WCDMA 沃 3G 为代表的 3G 应用， 一方

面凭借其独特的通信互联魅力助推

社会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亦给三湘

市民的工作生活带来前所未有的畅

快体验， 让市民的工作生活更加丰

富、轻松、惬意……

■撰文 /�范文波 胡明

新闻链接

湖南联通七大主题活动

为世界电信日增添光彩

2011世界电信日，联通所推出的活动吸引众多消费者关注 ■范文波 /摄

离端午节还有20天，粽香已飘满星

城。不过，今年吃粽子，你得多花点钱。

粽子身价也上涨

5月17日， 在新一佳侯家塘店，进

门就感受到了端午即将来临的气氛，超

市内各处均悬挂了“粽飘香舞端阳”的

绿色海报。

在超市门口右边搭的柜台上，五花

八门的粽子多达10种， 最贵的要属五

芳斋1800克一盒的礼品粽子，售价239

元/盒。

据销售人员透露，今年本土品牌和

外地品牌的粽子都有小幅提升，而今年

五芳斋的低价粽子已经不见了，去年卖

180元的礼品粽现在也要200多元一

盒，涨幅在20%左右。

散装粽子也比往年贵。在家乐福超

市售卖的长沙金宇出产的散装粽子，售

价8.8元，2个装真空包装粽子卖10.8元。

在旺和超市， 溢湘斋出产的3个装真空

包装粽子卖10.8元，比去年贵两三元。

原材料确实涨了

“原材料今年涨了10%左右，”浙

江五芳斋一负责人表示， 今年他们糯

米的批发价由去年的2.1元/斤涨到了3

元/斤。

在高桥电脑大世界对面做原材料

批发的邓女士表示，制作棕子的原料价

格均有所上涨， 去年2.7元/斤的白糖，

现在要卖4元/斤，糯米也由2.8元/斤涨

到了3.1元/斤， 猪肉由12元/斤涨到13

元/斤。

“原材料确实涨价了， 但不是主要

原因。”在长沙做粽子批发生意5年的刘

先生说， 目前糯米批发价是3元/斤，做

一个粽子大约要100克糯米， 那么，糯

米的成本约为6毛，再加上蛋黄、肉、糖

等辅料，还有劳动力、包装等，成本最多

2元。一个粽子成本不过两三元。

电力成本支出比往年高50%

还有什么原因导致了涨价？

长沙溢湘斋食品有限公司一李姓

负责人表示，“人力成本上涨也是一个

原因，人力成本今年上涨了20%。”

另外， 还有最近湖南电力紧缺，公

司自购供电设备，电力成本支出比往年

要高50%；还有，超市等地的进场费用

也相应提高了10%。“这些原因最终促

成了这次涨价。”该李姓负责人表示。

■记者 未晓芳 实习生 杨迪 彭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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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粽子有点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