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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意电器作为厨卫行业的领军品牌，目
前成为国内唯一一家在“珠三角”和“长三
角”分别设有大型研发和制造基地的大型企
业。2012年欧意电器花费巨资与世界知名设
计公司强强联手，针对中国人烹饪喜欢爆炒

的特点，首创“五腔净吸”烟机。
全不锈钢机身外形俊朗，配以镜面纯

黑钢化玻璃彰显时尚本色。采用独有的智
能蓝牙联动系统，使烟机与燃气灶具自由
联动，灶具点燃后瞬时启动烟机，方便快
捷，体验智能科技新感触。

将顶吸式烟机与侧吸式烟机的诸多
优势集于一身， 构成两翼与上下劲吸系
统；顶吸锁住余烟，形成极致风压区，一网
净吸油烟。

“双层过滤导油板”设计；使油烟双层过
滤，滤烟更彻底，并可减少风轮表面附油从
而降低风轮负载，延长电机寿命。

采用全密封双滚轴28叠铜线电机；电机
功率200W， 双轴承自润滑。20叠铜线绕组，
电阻更小， 发热更低， 表面温升只在
60K-70K之间；（国标95K）， 电机使用寿命
超过其它电机2-3倍。

欧意电器始终不渝将“智能化、时尚化、
人性化”作为品质创新的最高标准，“五腔净

吸”烟机是这种
理念的最佳体
现。相信“五腔
净吸”烟机会让
亿万消费者感
知智能烹饪带
来的乐趣，使甜
蜜幸福的味道
在厨房里愈久
弥新。

你有多久没和父母聊聊天了，你有多久
没帮父母捶捶背了……父母为我们操劳了
那么多年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过为父母做
些什么呢？在母亲节来临之际，苏宁贴心准
备了多种实惠又暖心的家电，也让父母感受
到我们暖暖的关怀。

父母的需求，就是儿女的心愿

在母亲节即将来临之际，苏宁倾情推
出了一系列适合中老年人群使用的3C产
品。天语A7718超大铃声，超大字体，手写
按键双输入只需499元； 超长待机双屏显
示联想A368只卖799元；OPPOT15超长
待机，操作简单1098元，让您和父母畅通
交流每时每刻；更有诺基亚3000全能输入
只售699元。 为了让您和父母更轻松地进
行面对面的交流， 苏宁推荐操作简单，使
用方便的3149元联想家悦、3699元东芝笔

记本。 三星PL20数码相机只要680元， 佳能
A3400IS数码相机仅售1499元，1499元先锋
L1621A领回家，更有好礼相送，让您和父母
轻松记录下每一个幸福欢乐的时刻。

改善生活，让父母舒心
苏宁为妈妈准备了苏泊尔电饭煲仅售

298元， 让妈妈轻松煲汤。 飞利浦剃须刀，让
爸爸的胡渣去无踪。 苏宁推荐艾里斯特按摩
椅SL-A27只售18000元，东方神车用按摩垫
DF512A只要328元，让父母告别疲劳，告别

腰酸背痛。艾美特空调扇CF415T只售569元，
惠而浦1.25P冷暖挂机只售2699元还返400元
的券，更有国产37寸LED液晶电视限量发售。

店长推荐：1、 夏日产品： 早买早享受，
1.5P变频空调、 柜机空调以及空调扇货源充
足，安装便利，早买早省心。炎炎夏日，健康饮
水，苏宁为消费者准备了各种型号的饮水机。
2、当季正是装修高峰期，厨卫套餐苏宁海量
供应：4580元老板抽油烟机，燃气灶双双带回
家；AO史密斯热水器只售2888元。

献礼母亲节，温情在苏宁
———5.11—13暖暖关爱，阵阵温情

欧意“净”风采，“5”动我激情
欧意首创“五腔净吸”烟机全国耀世登场

5月8日，华融湘江银行长沙香樟路
支行正式开业。该支行是华融湘江银行
长沙分行在省会长沙设立的第三家旗
舰型支行， 位于长沙香樟东路香雨一
品。内设VIP服务室、贵宾理财中心，为
客户营造安全、舒适的服务环境。

据悉，截至今年一季度末，华融湘
江银行长沙分行资产规模近百亿元，
人均资产7400万元、 人均一般性存款
5000万元， 各项指标接近或达到先进
商业银行的水平。 该行还计划在长、
望、浏、宁等县市设立3家支行，到2013
年， 支行网点及离行式自助银行将达
到20家以上。

■通讯员 余华 方良
见习记者 肖志芳

5月8日，记者从省国土厅了解到，近
日该厅下发了《湖南省国土资源厅关于
严格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计划管理的实
施意见》（简称《意见》），明确了基本农田
保护管理措施、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施
原则和新增建设用地预审范围， 进一步
强化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计划管理。

《意见》规定，房地产项目用地应在
城市和乡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划定的
允许建设区内选址，原则上不得选址在

独立工矿区内； 各市州当年完成预审的
建设项目的新增建设用地总量原则上不
得超过该地区上一年度新增建设用地的
2倍；对超过2倍的，暂停受理该地区的
预审申请； 用地规模超过预审规模10%
的重新预审； 对存在利用虚报项目或用
地规模等方式套取用地计划、 土地闲置
浪费现象严重等问题的市州， 将相应扣
减其下一年度的计划指标。

■记者 肖祖华 通讯员 万波 谭煜

受ICE原糖期价周一低位反弹影响，
周二郑糖小幅高开，盘中震荡下行，尾市
呈近强远弱格局， 主力合约SR1209报收
于6512元/吨，下跌26元。郑糖弱势企稳，
但上方均线压力不容忽视，关注6500政策
底的支撑，预计郑糖近期仍将弱势寻底。

IF1205主力合约周二跳空高开后快
速回落至2686点， 之后在2700附近震荡，
报收于2702.2点，下跌9.0点或0.33%，报收
长下影的小阴线。 成交量环比大幅增加，
持仓环比小幅增加。期指贴水7点。

现货沪深300指数周二小幅低开，早
盘一度跌破5天线的支撑， 午后震荡小幅

走高，收回5天均线，报收2709.12点，下跌
8.66点或0.32%，成交量小幅减少。

沪深300指数技术上看，周二报收长
下影的小阴线， 股指在快速下破5日均线
之后，下午震荡盘升收回5天线均线，力度
较弱。期指处于贴水运行状态，显示多方
开始谨慎，周三面临时间节点，谨防长阴
杀跌走势。周三关注消息面的变化及成交
量的变化。

周三操作上趋势看多不变，有效跌破
10天线2661点止盈，日内短线观望。

■德盛期货研究中心

本报5月8日讯 距离第七届中博会
开幕，还有最后10天。记者今日从组委会
获悉，5月16日至20日，中博会的3055名
志愿者及持有中博会有效证件的参会代
表，都可免费乘坐长沙市内公交车，岳麓
书院、 动物园等现有收费景区也会对参
会代表免费开放。

长沙市商务局局长杨兴龙透露，第
七届中博会期间的公共事务、会务接待、
安全保卫等工作已基本筹备完毕。 以公
共交通为例， 为避免展会期间骤增的人
流量影响市民出行， 长沙市交通运输局
决定，5月18日开幕式当天，国际会展中
心始发和经过的132路、136路、158路、
501路、701路、901路、915路等七条线路
将增加运力，增加发车频率。

此外，5月16日至20日， 3055名志
愿者及持中博会有效证件的参会代表都
可以免费乘坐全市所有公共汽车。“免费
乘坐公交车， 主要考虑到没有赶上专用
车的参会代表。”长沙市交通运输局调研
员徐品高表示，为了做好东道主，长沙已
为宾客和参会代表设计了9条“中博会专
线巴士”。

作为旅游大省，湖南还推出了另一
优惠政策：中博会期间，收费的动物园、
岳麓书院等景点将会免费对参会代表
开放。

■记者 未晓芳

长沙为中博会代表设9条专线巴士
参会代表可免费坐公交、游公园

本报讯 目前， 长沙已从各大高校招募了3055名中博会志愿
者，本月16日，这些志愿者将全面上岗。

长沙市团委相关负责人透露，志愿者包括1055名展会志愿者
和2000名城市志愿者。展会志愿者分为综合协调、会务礼仪、展览
展示、 焰火晚会等7个组。 城市志愿者则负责站点接待和文明劝
导。届时，全市的主要站点、交通路口、景区景点等将会出现统一
着装的第七届中博会志愿者。

■记者 未晓芳

股指面临时间节点，谨防长阴杀跌
期货日评

1.经济周期
2.货币政策
3.财政政策
4.债市供求关系

虚报项目或浪费严重，将被扣减用地指标

华融湘江银行
长沙香樟路支行开业3055名志愿者16日全面上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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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债券价格的因素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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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d数据显示， 截至5月2日，22
只已成立的保本基金累计净值均超过
1元，阵容强大的保本基金“一元军团”
在震荡市场背景下，颇受投资者青睐。

今年一季度基金总体资产管理规
模呈下降趋势，其中股票型基金缩减85
亿，债券型基金缩减59亿，唯有保本基
金受益于良好的业绩表现，总规模逆势
保持平稳，未见明显缩量。记者获悉，5
月7日起中海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通过工商银行等各大银行、券商渠道正
式发行。至此，本月已有3只保本基金在
发，五月市场有望迎来保本基金发行小
高峰。

据了解， 中海保本混合基金为认
购并持有3年到期的投资者提供保本承
诺。该基金从产品设计方面兼顾收益性
与稳定性， 其股票配置比例最高可达
40%， 在保本的机制下进行基金管理，
可谋求更高收益。同时该基金采用经典
CPPI策略保本机制， 并且由中国投资
担保公司担任担保人，能更好地保障本
金的安全性。值得一提的是，该基金拥
有优秀的固定收益团队的支持，拟任基
金经理刘俊，在固定收益投资领域拥有
丰富的管理经验。

■见习记者 黄文成

中海保本混合基金发行

资讯集装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