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7种水产品涨价了

本报6月8日讯 “老板，来份红烧鲫鱼！”以

前听到有人点这道菜，常德家菜馆的杨老板会很

兴奋。如今，他却希望顾客少点鲫鱼，因为鲫鱼价

格又涨了。

今天，记者从长沙各大农贸市场了解到，鲫鱼

价格卖6.5~7元/斤不等，均上涨0.5元。普通土菜馆

红烧的鲫鱼净重约1斤2两，成本约8.4元。加上油、

水等各项费用，售价14元/份的红烧鲫鱼利润越来

越少了。省商务厅监测数据也显示，上周我省监测

的8种主要水产品批发均价为22.75元/公斤， 上涨

1.61%。 ■记者未晓芳

中拉企业家峰会长沙推介

本报6月8日讯 第五届中国-拉美企业家高

峰会11月将在秘鲁举行， 今天中国贸促会和湖南

省贸促会在长沙共同举办拉美商务机遇研讨会暨

第五届中国-拉美企业家高峰会长沙推介会。

据了解，长沙是中拉企业家峰会推介会的第

一站，随后还将在上海、哈尔滨、天津、济南和西

安等地举行。 ■记者 未晓芳

三一起重机服务万里行起程

本报6月8日讯上午，三一起重机服务万里行

启动仪式在三一起重机产业园隆重举行。

据了解， 本次服务万里行活动将历时三个

月，以设备巡检和保养为主题。三一起重机投入

477名服务人员、208台服务车辆组成巡检分队，

奔赴全国东北、华北、华中、西南、西北等六大地

区。对全国各地的巡检设备提供免费点检，对中

大吨位产品提供免费保养。 ■见习记者 吴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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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6月8日讯 动车实名制正式实施已

经一周多，买散客票的老百姓方便了，组织

“动车游”的旅行社却比以往添了烦恼：既怕

旅客临时变卦，又怕收到客买不到票。无奈

之下，部分以动车为主要出行方式的旅游产

品已悄悄退出市场。

“即报即走”行不通了

长沙多家旅行社反映， 动车实名制对

“动车游”最大的影响是购票。以往旅行社都

实行先订票后销售的模式，即先预订一定数

量的动车票，再进行收客销售。“旅行社可以

到出发前一天才截止收客， 市民也习惯了

‘即报即走’。”

而动车实名制实行后，必须持有效身份

证件才能购票并要求“人证合一”才能乘车，

意味着旅行社只能等游客报名之后才能买

票，一旦票紧买不到，旅行社将面临人财两

空的尴尬。 新康辉国旅负责人宋杰华表示，

这样一来“动车游”的收客期提前了不少，旅

行社方面的工作量也加大了，既要忙着核对

旅客信息，又要提醒大家参不参团要早做安

排。

华东“动车游”另谋出路

对于从长沙出发的游客来说， 往江西、

上海方向是以动车作为主要出行工具最普

遍的旅游线路。

记者调查发现， 由于到江西旅途短、车

票宽松，目前市面上的江西“动车游”和“汽

车团”依然平分秋色；而长沙至上海的动车

每日仅一趟，且商务、劳务、旅游人员都很

多，相对而言购票难度较大，近期的华东“动

车游”已难觅踪影。

从亲和力旅游、华天国旅、新康辉国旅

等本地旅行社6月份的组团计划来看， 自去

年世博游以来大热的华东游产品几乎全面

摒弃了“动车游”发团方式，纷纷改走普卧、

双飞或者单飞单卧，仅有的一两个动车产品

也选择在衢州等冷门城市起止。一名计调人

员坦言，“这样不用担心票源问题，客人万一

有事退团也比较方便。”

期待团体票特殊政策

此外，还有业内人士认为，动车实名制

让跟团旅游少了一些乐趣———“收一个客人

买一张票，直接导致动车座位分散，导游对

旅客的管理也复杂很多，只能跟游客说明集

合地点，旅途中少了那种集体出游的欢乐。”

针对当前“磨合期”发现的问题，旅行社

业界希望旅游主管部门能够与铁路有关部

门沟通协商，减少动车购票实名制对旅行社

的不利影响。 也期待给予部分政策的调整，

如提前预约票，或者像飞机票一样给予团体

提供一些折扣票等。但铁路方面暂未做出任

何回应。 ■记者 谭斯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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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色球又现惊人巧合！ 6月7日晚， 中国福利彩票

双色球第2011065期开奖， 开出的红球为04、16、23、

25、27、29，蓝球为03。本期全国唯一一注千万头奖被

广东彩民摘得。不仅如此，广东还揽得4注单注奖金为

45万多元的二等奖，成当期全国最大赢家。特别指出

的是， 双色球曾于2011059期首次爆出最大奇数4连

号， 当期全国共中出6注单注奖金为853万的头奖，其

中广东一人就揽获其中5注， 一举成为当期全国最大

赢家。

双色球第2011065期计奖后， 奖池迅速攀升至

3.42亿多元，下期高等奖仍将实行“523”派奖游戏规

则，彩民投注2元，将有机会中得1000万元大奖。

仪器微创 不麻醉 不开刀 一次治好

疝 气·静 脉 曲 张

发明专利、公开收费、签订协议、免仪器费、治疗费包干

特色

治疗

静 脉炎·脉 管 炎·老烂 腿

特 邀 资 深 名 医 专 家 来 院 亲 诊

欢迎久治未愈或术后复发的患者前来咨询就医

QQ：907203069

网址：www.tsyL123.com

预约电话：

0731-

85150709

全 省 独 家 创 新 技 术 疗 效 有 保 障

!!!!!!!!!!!!!!!!!!!!!!!!!!

活动时间：即日起至 6 月 28 日。农合医保患者可住院治疗

院址：长沙市车站北路121号(火车站阿波罗往北300米)

乘车路线：市内多条线路竹园路口站下车即到

楚雅医院电梯上四楼

快速

消除

皮肤白斑

白癜风是医学界公认的疑难顽症， 很多患者为治此

病花去昂贵费用却适得其反，造成终生遗憾，失去生活乐

趣。 白癜风属肝气郁结，气机不畅，气血失和，血液里缺少

两种微量元素。如果治疗不及时，有蚕食全身之势。当今，

治疗白癜风的医院和方法有多种多样， 但能彻底治好者

却少之又少。

我院（单位）采用生物转基因医学领先疗法：把体内的

硫氢基（-SH）清除出去，断绝白斑再生病源 ;快速补充、激

活酪氢酸酶的活性， 促使体内黑色素细胞生成与增殖，保

持体内色素平衡， 为众多白斑病患者恢复了正常肤色，追

踪回访均达到理想的效果。 从此解决了皮肤移植、激光治

疗、局部注射等疗法治标不治本，反复发作的缺陷，攻克了

白斑病难治、易发的医学性难题。

我院使用独家发明的国家专利外擦药（198 元 / 盒），

专利号：201010000083.6，不论病史长短，周身面积大小，何

种原因形成的白斑病，在多家医院治疗，使用任何方法无

效者或治好部分又重新复发者， 来我院治疗者， 保证 3-7

天有效，最慢 20 天有效，签约治疗，有效后标本施治，就可

使皮肤恢复正常，欢迎久治不愈或连续扩散的患者前来我

院治疗。

地址：长沙市曙光中路 108 号康达医院二楼，火车站乘

107路，市内乘 805、912、130、138路左家塘北下即到。

0731-84461322�专家咨询电话：

节假日不休

一次性治愈牛皮癣病好不复发再付款

成都市白求恩国际医学院是一所集教学、科研、医疗为一体的大型皮

肤顽症诊疗机构，本中心由国内外几十位著名专家、教授、学者、强强联手以

现代化，科技化，专业化创新为龙头，在传统中医药基础上，反复研究与实践

经过数千次临床验证，成功研制出攻克牛皮癣的特效药物“丹参癣康王”。

该药临床适用于各种类型的牛皮癣,湿疹，不仅具有清热解毒，凉血止

痒，消斑润肤之功效，而且更能彻底阻断牛皮癣及各类皮肤病基因复制，激

活正常细胞再生，提高人体免疫力。众多医学界不能破解的医学难题，在我院

成功破译。 该药最大的特点是愈后不复发，抗复发性强，只需口服，不需外用，

无毒副作用，深受广大患者的信赖，是目前治疗皮肤顽癣的首选良药。

为让全国患者切身体验高科技新药成果———丹参癣康王的独特疗效，

面向全国举办免费赠药活动，不便前来的患者开设邮寄业务，只需来信写

清病情年龄、地址电话，我院收到信件后即可免费为您邮药，也可发手机短

信、网上留言、直接电话联系，病好再付款。

专家热线：028-65367411� �短信平台:13880997211� �

地址：四川成都市温江区金府路中段 141号 徐海艳（收）

邮编：611130� �网址：www.bqepfk.com� � � � � � � � � � �本广告长期有效

长沙楚雅医院

湘雅附二、附三合作医院

地址:长沙市车站北路 127号楚雅医院四楼（火车站往北直走 500米）

专

治

病毒疣·疱疹

顽固·复发

“基因激活排毒、血液渗透疗法”震撼问世，一次性治好

病毒疣、疱疹，当天见效，标本兼治，确保不复发

病毒疣、疱疹为何容易复发

病毒疣（HPV）是乳头瘤病毒感染，为生殖器、肛周长菜花、肉芽

状增生物。疱疹（HSV）由单纯疱疹Ⅰ-Ⅱ型感染，为生殖器长水疱、红

肿、溃疡。 该病毒变异快，复发程度高，一般常规治疗无法彻底根治，

一旦人体免疫下降，病毒会再次分裂、复制及变异，反复发作易癌变。

国际尖端技术震撼问世 病毒疣、疱疹关键要排毒除根

长沙市楚雅医院引进美国哈佛大学 DNA 生物分子定

型定量检测仪，只需一滴血或分泌物就能准确、快速查出高、低

危型病毒和类型、数量及复发原因。 运用科研新成果，可一次性靶

向杀死神经节、细胞核内病毒并游离出来，数小时内患者可亲眼目

睹毒素排出体外，全面清除体内残余病毒，斩断复发根源，修复自

身免疫系统，并产生抗体。

专家、教授为您健康保驾护航 全面解决病毒疣、疱疹复发难题

基因激活排毒、血液渗透疗法，特别针对：长期采用常规保守

治疗，久治不愈、反复发作的患者有特效。 经北京、上海、昆明等十

八家医院临床验证，治愈率极高。（此疗法湖南省楚雅医院独家

使用，任何医疗机构不得仿冒。 ）

郑重

承诺

无论疣体大小、轻重，均能

一次性治好。 签约治疗，法

律公证，发放信誉卡。 外地

患者随治随走， 为患者保

密。 节假日不休。

就诊请到四楼病毒疣、疱疹治疗中心

专家预约

0731-

84147922

中国湖南病毒疣疱疹生殖研究基地

寻找多年反复发作病毒疣·疱疹患者优惠大活动

活动内容：体检费、检测费全免，治疗费、药费优惠 10%

活动时间：6 月 1日—6 月 30日

126 元

动车实名制后，旅行社多了烦恼

巧了！双色球再爆奇4连号 广东又成大赢家

中福在线25万大奖空降郴州

6月6日下午， 廖先生与妻子来到郴州南湖路

的中福在线销售厅购彩。他们选择了5号机开始玩

福利彩票中福在线“连环夺宝”游戏。他们进入游

戏第三关不久，屏幕上突然连续落下24颗红宝石，

并提示彩民中得

累积奖25万。这是

该销售厅自4月16

日恢复营业以来，

中出的第一个 25

万元大奖。

《六一起动车购票实行实名制》后续

周三上交所金属总体处于偏弱态势，

铜、铝、锌都不同程度回落，铅微幅上涨。

铜、锌下跌幅度稍大，沪铜1108合约下跌

0.92%，报收于67500元/吨，沪锌1108合

约下跌0.6%，报收于17355元/吨。铝、铅震

荡幅度较大， 但收盘价和前一日都基本

持稳。由于短期基本面和技术面背离，金

属继续区间震荡的概率较大， 操作上注

意在区间内高抛低吸。

受周二 ICE原糖期价大幅走高影

响， 周三郑糖早盘高开， 但盘中分歧较

大，期价宽幅震荡，尾市全线收涨，主力

合约SR1201报收于6631元/吨，涨35元。

期价站稳于各均线之上， 预计周四可能

会呈震荡走高走势。

IF1106低开震荡走高， 成交量环比

放大，持仓环比减少。现货沪深300指数

高开大幅下跌探底后震荡走高， 收长下

影线的小阳线。 沪深300指数技术上看，

日线技术指标修复较好， 短线还有反弹

空间；从周线上看，技术指标处于修复之

中，有转好的迹象。关注近期经济数据的

情况及央行的货币政策。

预计周四IF1106合约在2970-3030

点区间波动，建议投资者高抛低吸，注意

止损。 ■德盛期货研究中心

高抛低吸，注意止损

GDP平减指数是指没有剔除

物价变动前的GDP增长，与剔除了

物价变动后的GDP增长之商。该指

数也用来计算GDP的组成部分，如

个人消费开支。 它的计算基础比

CPI更广泛， 能够更加准确地反映

一般物价水平走向。

GDP平减指数

德盛期货专栏

期货知识

德盛期货研究中心

开户热线:�0731-82893316

咨询热线:�0731-82893222

公司网址:�www.dsf.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