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幕后调查

本报6月1日讯 今日下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旅游局与湖南省旅游局援疆工作座谈会在长沙举行。一系列奖励湖南旅游业者

组织游客赴新疆旅游的政策正式出台，湖南华天国旅与新疆国旅签订了“万人游新疆”的包机、专列合作协议。

本次会议期间，两地旅游部门签订战略合作协议，新疆旅游部门将对湖南旅行社组织包机、专列、会展旅游进行奖励。同时，还

专门向湖南游客推荐了丝绸之路旅游、生态旅游、特种旅游和摄影旅游、冬季冰雪旅游、民俗风情旅游五种线路。 ■记者 谭斯亮

我省启动

“万人游新疆”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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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受湖南海利高新技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简

称“海利集团”，即转让方）和湖南海利世纪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简称“海利世纪” ，即转让方）的联合委托，

对湖南省辰溪海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简称“辰溪海

利”）100%股权发布转让公告。

一、项目内容：

辰溪海利成立于 2003 年 5 月 30 日， 注册地址为

辰溪县辰阳镇气象北路海利山庄 3 栋 102 室， 注册资

本为人民币 800 万元，公司股权结构为：海利集团持有

10%股权、海利世纪持有 90%股权。公司经营范围：房地

产开发经营（凭本企业房地产开发经营资质证书）。 目

前该公司已停止营业，且已办理税务注销。

以 2011 年 3 月 31 日为基准日， 辰溪海利经审计

的主要财务数据为资产总计 834.85 万元， 负债总计 0

万元，净资产 834.85 万元；根据湖南中和正旺资产评估

有限公司出具的湘中正评报字[2011]第 12 号资产评估

报告书， 辰溪海利经评估的主要财务指标数据为资产

总计 838.81 万元, 负债总计 0 万元, 净资产 838.81 万

元。 目前，转让方拟将所持辰溪海利 100%股权进行转

让，转让行为已形成内部决议并经省国资委批准。 评估

报告结果已经省国资委备案。

二、挂牌价格：人民币 850 万元。

三、付款方式：受让方在签订《产权交易合同》之日起五

个工作日内将交易价款一次性汇入湖南省联合产权交

易所指定账户。

四、联系方式：王女士 0731-84178669���

����������������������刘先生 0731-84178680��

五、公告期限：自 2011 年 6 月 2 日起至 2011 年 6 月 30

日 17:30 整止。如在本公告期限内征集到两个及以上符

合条件的意向受让方， 则于 2011 年 7 月 6 日上午 10:

30 在湖南省联合产权交易所交易大厅（长沙市韶山北

路 216 号维一星城国际大厦 18 楼）举行网络竞价会。

六、重大事项揭示、受让方条件及报名时需提交的材料

等详见湖南省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 www.hnaee.com。

湖南省联合产权交易所

2011年 6月 2 日

湖南省辰溪海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股权转让

本报6月1日讯“要结婚群发短信报喜邀宴，

没想到却被运营商误认为是垃圾短信，把我列入

了黑名单。”这两天，长沙市民许先生为此事头疼

不已。

原来，准备6月11日结婚的许先生，上周六晚

上11点多， 通过手机给亲戚朋友群发了短信邀

请，可让他没想到的是，星期二他碰到了几个朋

友，居然都说没接到短信。后来许先生通过查询

联通后台才知道， 由于他当天发送的短信超过

200条 ，运营商自动将其列为黑名单，所以很多

短信都没发出。

“我又不知道到底哪些短信发出了， 哪些没

发出， 现在要我一个个打电话确认， 你说烦不

烦？”许先生一脸郁闷。

记者查询工业和信息化部官方网站发现，根

据垃圾短信息整治专项行动的规定，联通、电信、

移动三大运营商，应通过网间垃圾短信联动处理

平台，联手对垃圾短信进行自主屏蔽。同时，对每

日发送短信数量超过一定标准的用户的发送行

为进行拦截处理。

那每日发送短信的数量限制是多少呢？ 6月

1日上午，记者分别致电移动、联通、电信三大运

营商。

中国联通10010的客服人员告诉记者， 根据

国家政策，为阻止垃圾短信的渗入，群发短信过

多，会被列入黑名单。但具体数量是多少，目前还

没有标准。客服人员强调，消费者如需群发短信，

可提前去营业厅办理此专项业务。

中国移动10086的客服人员告诉记者， 为减

少类似于小广告的垃圾短信，如果一个手机号每

小时群发短信数量超过200条，或一天超过1000

条，就会被系统认为疑似垃圾短信，会对该手机

号的短信功能进行限制。但这种限制仅限于短信

的收发， 并不会影响到手机其他功能的使用。而

且，在核实所发短信非垃圾短信后，系统会在2小

时后自动解除限制。

湖南电信的相关工作人员表示，他们的规则

是消费者平时每天可发400条短信， 节假日每小

时可发500条，每天不能超过2000条。如果客户

因超发被列入黑名单，可打10000投诉，在核实所

发信息并非垃圾短信后，会在最短时间内为其解

除限制。 ■见习记者 吴林 记者 刘玲玲

新郎倌有点烦，结婚短信被错杀

垃圾短信监管政策有点漏洞

5月 25日， 由中国家电网举办的

“2010-2011年中国冰箱行业发展高峰论

坛”暨“我的绿计划-国美电器冰箱节启动

仪式”在京举行，国美电器、海尔、美的、美

菱、海信、容声、澳柯玛、华日、日普、西门

子、三星、松下、LG、BEKO等知名企业代表

出席了本次论坛。

论坛发布了《2010-2011年国内重点

城市冰箱市场白皮书》，《白皮书》 认为，

2010-2011年， 多门冰箱等高端冰箱将成

为市场主流产品。

国美冰箱销售保持高速增长

《白皮书》数据显示，2011年一季度，国

内重点城市冰箱销售规模435万台左右，同

比增长8.24%。以一二线城市为核心市场的

家电连锁卖场的冰箱增长率要远远高于市

场平均水平，“2011年前四月， 国美电器销

售冰箱85万台左右，同比增长15.9%，远高

于市场平均水平。”国美集团家电业务中心

副总监江海介绍。

国美成高端冰箱主流卖场

到2011年一季度，3门、4门及以上冰

箱、对开门冰箱销售规模增长幅度较快,单

门和普通双门冰箱销售规模出现下行态

势。

从国美电器卖场销售统计结果显示，

2011年前4月，国美三开门冰箱份额占比提

升了13%，多门冰箱销售额占比提升了3%。

国美冰箱最高直降千元

国美电器携手参会供应商， 宣布全国

范围内启动“冰箱节”活动，至6月7日，国美

主流品牌型号直降200元-1000元，主推多

款多门冰箱和3门冰箱，打响2011年冰箱行

业首轮促销战。

中国家电网总编吕盛华指出， 考虑到

白电价格上涨动因明显， 国美电器此次促

销活动将打造2011年购买冰箱的价格低

谷。

最高直降千元 国美电器力推多门冰箱

本报6月1日讯 虽然运营商有黑名

单政策，我们接到的垃圾短信还是越来

越多。业内人士透露，这些号码是通过网

关发送的，不在这个政策监管范围内。

那些短信是怎么群发出去的呢？

6月1日，记者以某企业负责人要推

销粽子的名义，联系上了从事短信群发

的长沙亿网信息服务中心， 与该公司

QQ号为38368512的工作人员进行了交

流。记者表示自己想扩大销路，但没有

客户资源，所以找他们帮忙，目标人群

是长株潭。

“不用我提供号码吧？”“不用，整个

长株潭的客源资源我们都有。” 工作人

员肯定地说。

“我需要的是40岁以上的客户。”记

者询问，“这样的客户资源你们有多少？”

“40万左右。”

该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消费者可根

据不同的价格选择不同的群发方式，电

信网关的接收方显示座机号，价格每条

6分，虚拟网关的接收方显示手机号码，

每条5分。

记者表明需要体验其准确性，为表

示其诚意，该工作人员很快就发给记者

一个网页平台： http://ms.dx115.cn/，附

带测试账号和密码。

记者打开网站，网站跳出“企信通管

理平台”。“这里面有10个试用名额，你可

以自己试一下。”该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记者编辑了一条“一周年！兴食品

公司特为回馈广大消费者，端午佳节特

此推出原生态肉粽， 团购八折优惠！王

先生152111***36。” 的短信发给同事。

几乎是同时，同事收到了短信。

记者发现， 该短信的发出号码是

“073667043071”， 记者随后回拨过去，

语音提示号码有误。

记者又将该内容通过该平台发给

了另一个同事，同样，该同事也很快收

到了短信，不过，这次的发送号码变成

了“10655093928140030”。

为什么通过这个平台就能发出短

信，而且号码还是不同的呢？

该工作人员解释，这些短信都是通

过网关发的， 而号码都是自动生成的

“虚拟号码”，“所以都是空号”。

■见习记者 吴林 记者 刘玲玲

垃圾短信仍很容易发，现在的政策管不住

据《通城县志》（清同治六年版）记载：

“五月五日亲故以角黍、 腌蛋相馈遗。”如

今，端午“送端阳”的习俗在民间依旧盛行。

端午节这天，人们会相互送蛋以示送福气，

给团队成员“送端阳”，体现了上级对部属

的关心；给尊者、长者“送端阳”，表达了尊

敬感激之意；给亲朋好友“送端阳”，以联络

感情；女婿们可千万别忘了用“送端阳”来

孝敬岳母，因为这一天也是我国民间的“岳

母节”。 对于女婿和准女婿们来说，给岳母

“送端阳”，一定要送蛋，这里面有着特殊的

讲究。女儿女婿送蛋到娘家，寓意着家庭

生活吉祥圆满、 和和美美。 对准女婿而

言，“送端阳” 是婚礼前男方给女方家送

的最重要的一道节礼， 男方送上一份圆

圆的蛋品，是含蓄地表示“希望能够成为

大家庭的一员（圆）”，如果女方接受了，

就表示接受了这个未来的家庭成员。

“送端阳”送蛋的习俗展现出中华民族相

互关爱的传统美德，饱含着浓浓的情谊。

选“节礼”当然要选安全、健康、绿色、质

量有保证的产品。 获评全国蛋类产品市

场占有率第一名的神丹公司， 致力于对

端午节礼的开发，无铅皮蛋、清淡咸蛋、

鹌鹑皮咸蛋、保洁鸡蛋等礼盒装产品，精

美大气，是您“送端阳”的理想选择！

神丹蛋俗文化讲坛———

“送端阳”的来历

经济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