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2年5月29日 星期二 编辑/杨田风 图编/言琼 美编/刘铮铮 校对/张郁文B02 财经·关注

新 闻 热 线 ：0731-84326110����� 发 行 热 线 、 投 诉 ：0731-84316668 、84315678、84329777 ��� 广 告 热 线 ：0731-84329988 ����� 本 报 地 址 ： 长 沙 市 芙 蓉 中 路 一 段 440 号 邮 编 ：410005

排列 3、排列 5第 12142期 本期投注额：19398858元
中奖号码 9 6 7
投注类型 全国中奖注数（注）
直选 14146
组选 ３ 0
组选 ６ 17296

中奖号码 9 6 7 5 4
奖 级 中奖注数（注） 单注奖金（元）
一等奖 15 100000

单注奖金（元）
１０００
３２０
１６０

排
列
３

排
列
５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公告
超级大乐透第 12061 期 本期投注额：90048368 元

22选 5第 12142期 本期投注额：1629852元

短信查询体育彩票开奖号码，移动发 CP 到 1066125666，小灵
通发 CP到 10661256，联通发 CP到 10621956，包月定制 6 元 / 月，
咨询电话：0731—84429019。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开奖信息查询：湖南体彩网 www．hnticai．com
湖南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2012年 5月 28日

中奖号码
奖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02 06 07 17 19
中奖注数(注)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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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256

单注奖金(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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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奖号码
奖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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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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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奖注数(注)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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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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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奖注数（注）
4223

单注奖金（元）
６０

下期奖池 384347790.9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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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9日，在阳光保险集团第三届客户
服务节上， 阳光产险向社会承诺： 车商渠
道， 客户10000元以下非人伤案件报案24
小时内、免单证赔付，超时百倍罚息；车商
以外渠道， 5000元以下非人伤案件报案24
小时内、免单证赔付，超时百倍罚息；损失
金额1000元以下人伤案件协商赔付，报案
72小时内赔付。

与此配套的有：“救援服务承诺”，包括
为车辆提供现场快修、 更换备胎、 应急拖
车、紧急泵电、应急送油、加水、困境救援等
非事故道路救援服务。

截至4月30日，阳光产险“闪赔”案件结
案率96.87%， 平均结案周期0.38天。 一年
来，“闪赔”凭数据说话，用行动证明，打消
了来自业内外的质疑，为客户广泛认可。

阳光财产保险“闪赔”再升级

5月18日，“2011年中国节能产品企业
领袖榜”颁奖典礼在北京召开，全球冰箱第
一品牌海尔在“中国高效产品排行榜”、“中
国节能产品排行榜”、“中国节能产品企业
榜”三个榜单的排名均遥遥领先其他品牌，
成为中国冰箱行业当之无愧的节能先锋，
树立了世界冰箱行业的“节能标杆”。

据悉，“2011年中国节能产品企业领
袖榜”项目是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质检

总局、国家认监委的领导下，由中标院能效
标识管理中心组织开展的， 其目的在于推
广高效优质的节能家电， 树立行业节能典
范。

在全球市场， 海尔冰箱的领先节能
优势不仅得到了专业测评机构的认证，
还得到消费者、 采购商与政府的一致认
可。据悉，海尔冰箱成功通过了欧洲、澳
洲等地区专业机构在能源效率、 温度性

能等方面的严格检测，
被当地业界誉为“品质
最优”产品。此外，海尔

冰箱还获得了美国、英国、西班牙、德国、澳
大利亚等政府的节能补贴。

日前， 中国轻工业联合会公布的2011

年度科学技术进步奖榜单显示， 海尔申报
的涉及节能技术的《旋翅冷凝器节能技术、
节能发泡技术在冰箱上的应用》 项目获得
了一等奖， 成为家电行业唯一获得一等奖
的企业。种种迹象表明，海尔已经引领了全
球冰箱节能领域的发展趋势。

中国节能产品领袖榜揭晓 海尔冰箱入选最多成行业“节能标杆”
经济信息

如今， 在上千平方米的大超市里，推
着购物车在琳琅满目的商品中挑来选去，
已经成为长沙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数百平方米大小
的中小型超市老板却感叹“生意做不下去
了”。 经营中小型超市的长沙市民谭文就
是其中的一位， 这段日子他一直有种隐
忧：中小型超市即将面临灭顶之灾。

谭文的店面位于白沙路上，300来平
方米，超市向西100米是家润多，再向西

1000米是黄兴路步行街的沃尔玛， 向东
500米则是新一佳， 向北300米则是家乐
福， 周边还有6家同样类型的中小型超
市，同时还有数家小便利店，“同行挤压，
客源流失。”谭文的店铺就这样被牢牢包
围在“商超大海”中，可谓四面楚歌。

“由于经营规模小，进货只能选择二
级批发机构，不但价格很难压下来，甚至
连送货服务都常常遭到怠慢。 这些愈发
加重了谭文的危机感和孤立感， 他有些

心灰意冷了，“几乎赚不到什么钱， 准备
干到年底就不干了。”

市民印象
长沙市民刘海音是一个购物达人，

没事就喜欢逛街，主要是逛商场或网购，
而急需买的用品就去家门口的便利店。
提及身边的中小超市， 她却表示，“几乎
没进去过。除非是路过时正好口渴，才会
进去买瓶饮料。”

目前，长沙已逐步形成了五一广场、
东塘、火车站、袁家岭、伍家岭、溁湾镇六
大主要商圈，其中营业面积在6万平方米
以上的商家有2家，1至5万平方米的有10
家。 湖南商学院王林教授指出，大型商场
纷纷聚集商圈， 商场名店云集吸引了长
沙绝大多数消费者。

2003年进驻长沙五一广场的沃尔玛
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沃尔玛高级媒介经
理刘石炎介绍，超市营业面积为15000多
平方米，汇聚了2万多种商品门类，日均客
流量达2万多人。

除了国际巨鳄沃尔玛、家乐福等纷纷
跑马圈地，本土商场友阿、步步高等同样
表现抢眼、毫不逊色。步步高集团品牌推广
部高级部长邹爱华介绍，步步高现在省内
掀起打造城市综合体高潮， 继2008年在
湘潭打造12万平方米（相当于平和堂和王
府井总和）商业大厦，2011年10月又在长
沙河西开张10万平方米的购物广场。

打造购物、餐饮、休闲、娱乐一站式
的城市综合体是未来大超市发展的主流
方向， 尹元元教授给出的统计数据显然
更为直白： 长沙市目前有3000平方米以

上的大中型超市70多个， 在建的城市综
合体达1900多万平方米。

这些大中型超市纷纷以资本开路，
划定着属于自己的商业帝国。

市民印象
“店面庞大、环境舒适、货物齐全、质

量可靠”，是长沙白领刘静对大超市的直
观印象， 这个80后一有时间就喜欢拉着
男友来逛超市，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除
了购物，超市附近的影院、餐饮等休闲娱
乐场所，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吸引力。”

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长沙超市零售
业可以用“巨鳄角力、鱼虾惶惶”来描述。

在沃尔玛、家乐福等洋品牌与步步高、
友阿等本土大品牌的联合挤压下， 长沙不
少中小型超市慢慢没落。不过，隐于社区、
城郊的小便利店却似乎呈现另一番景象：
兴盛、千惠、锦和、姗姗等便利店遍地开花。
尹元元教授的调研数据显示，目前，长沙市
各社区及城郊开设的便利店已达3万多家。

“虽然大超市产品齐全，要去一趟却很
不方便， 而位于社区的便利超市反而成了
市民的首选。别人做大，我来做小。”兴盛创
始人岳立华说，兴盛只做面积30-80平方
米的便利超市。” 从2006年进驻长沙，6年
内，兴盛超市加盟店已达千家。

市民印象
在市民王珊印象中，便利店俨然成

为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便
利店的商品比大超市和大卖场也要便
宜一些。而业内的共识是，以一篮子商
品为考量标准， 便利超市的价钱稍高
于大卖场。为什么会造成这种“错觉”？
王林教授解释， 便利店主要盯准本商
圈的主流消费群体，对他们最关注、最
敏感的商品， 通过营造超低价现象来
实现客流量的提升。 （下转B03版）

回想起去年10月“旺和”
超市几乎在一夜间悄然变脸
成为“家润多”，家住长沙开福
区的刘爹爹至今仍唏嘘不已，
“一个十几年的超市品牌就这
样销声匿迹了，太可惜了！”然
而，业内声音几乎一致表态，
“旺和”的消失，仅仅只是中
小型超市没落的一个开始。

长期致力于研究长沙商
业业态的湖南商学院尹元元
教授透露，一方面，长沙市的
3000平方米以上大中型超市
达70多个，且不断开疆拓土，倾
力打造购物休闲一站式的“城
市综合体”；另一方面，隐于社
区、城郊的便利店也毫不示弱，
在社区播撒3万多个火种。

遭遇大超市、 便利店的
东西夹击， 中小超市如何在
夹缝中求得生存？ 硝烟弥漫
的长沙零售战场，大超市、便
利店最终谁又将脱颖而出、
主宰沉浮？ ■见习记者 潘海涛

长沙零售业战火白热化：中型超市遭遇生存危机

要么做大象，要么做蚂蚁
中小型超市

大超市

连锁便利店

深陷“商超大海”四面楚歌

资本开路成就零售“大象”

深耕社区打造“蚂蚁雄兵”

24小时便利店满足夜间人群
消费， 开辟了普通超市的另一条
道路。 记者 童迪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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