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5月30日讯 对保险业来说，客
户服务是永恒的话题。日前，生命人寿第
六届客户服务节在长沙启动，将开展“生
命同行”客户档案征集、“生命之星”少儿
书画比赛等系列活动。今年，生命人寿迎
来十周年华诞， 在全国寿险市场排名第
八。 ■通讯员 尤劲 彭璇 记者 刘永涛

生命人寿
第六届客服节开幕

丢掉一包烟，换取一份爱。在世界第25
个世界无烟日即将到来之际，千金药业将
于湖南省举办以“换爱———世界无烟日，香
烟换棉巾” 为主题的烟换巾公益活动，呼

吁市民了解香烟危害的同时，通过换位思
考， 提倡男性对女性特殊生理的关爱，和
共创无烟健康环境的美好愿景。现场市民
只需凭借手中的一包烟即可换取千金净

雅提供的卫生棉一盒，千金药业为支持本
次公益活动顺利举行，相关负责人承诺活
动当天所提供的国家首个医学级卫生棉
产品千金净雅都将无条件提供给市民兑
换。

远离烟草， 不单单是为了个人健康而
言，更是对家人和周围朋友们的一份关爱
与呵护。作为一直以关爱女性健康为诉求
的千金药业，其健康诉求和世界无烟日的
健康诉求相匹配， 千金药业在履行企业社
会责任的同时，倡导全社会对女性的呵护。

如同卫生棉作为女性生理周期内的必
需品一样，烟是男性烟民的必需品。此次公
益活动的目的， 一方面旨在提倡积极健康
的生活态度， 另一方面在于多换一份对女

性的关爱。
据了解， 本次世界无烟日换爱公益活

动将覆盖株洲市区东西中三地， 包括红旗
广场、中心广场、天元广场等三个株洲市的
核心地带， 有抽烟男伴的朋友可带着他来
到活动现场，换走他的烟，带走他的爱，媒
体将继续关注此次换爱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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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受华天实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华天控股”）的委托，对紫东阁华天大酒店（湖南）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紫东阁华天”） 63.87%股权发布转
让公告。
一、标的基本情况：

紫东阁华天成立于 1997年 8月 11日， 位于长沙
市芙蓉区远大一路 88号，注册资本为人民币壹亿伍仟
万元，公司股权结构为：华天实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
有 63.87%股权、 华天酒店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持有
36.13%股权。 公司经营范围：凭本企业有效许可证从事
客房、餐饮、桑拿、足浴、美容美发、KTV、咖啡厅经营
（有效期至 2011年 5月 30日）；国家法律、法规允许的
康体活动经营；洗衣服务；代售飞机票；提供物业清洗
服务及附设商场（涉及前置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

根据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天
兴评报字（2011）第 702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以 2011

年 9 月 30 日为基准日， 紫东阁华天经评估的资产总
计为 26821.76 万元，负债总计 1286.61 万元，净资产
25535.15 万元。 目前，华天控股拟将所持紫东阁华天
63.8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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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309.4 万元。
三、联系方式：王女士 0731-84178669����
����������������������刘先生 0731-84178680
四、公告期限：自 2012 年 5 月 31 日起至 2012 年 6 月
28 日 17:30 时整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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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则采取网络竞价的交易
方式确定受让方。
五、其他需披露的事项、付款方式等详细信息请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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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 年 5月 31 日

紫东阁华天大酒店（湖南）有限公司 63.87%股权转让公告
街头豆浆、冰激凌、蜜饯等日常生活

常食用的食品安全问题频频见诸报端，消
费者如何轻松愉快地在家里做营养早餐？

家中配一台九阳豆浆机， 睡觉前花2
分钟泡豆（干豆也可以直接打，只是营养
比泡豆稍次）搭配不同的材料就能变化出
丰富的营养早餐。现在宝宝最喜欢喝的就
是核桃豆浆、黑豆芝麻米糊、香蕉奶昔。特
别是核桃中所含的微量元素锌和锰是脑垂
体的重要成分，常食有益于脑的营养补充，
有健脑益智作用。李时珍说：核桃能“补肾
通脑，有益智慧”。小宝宝常喝这种合理搭
配的营养早餐强身健骨，提高记忆力。

这么安全、营养的早餐用九阳豆浆机
制作只需四步。第一步：放物料，第二步：
加水，第三步：插上电，第四步：选择功能
键，等上15分钟左右就可以喝了。

目前九阳新上市的倍浓植物奶牛豆
浆机已成为许多妈妈们的最佳选择。九阳
倍浓植物奶牛豆浆机， 独创立体熬煮、超
微原磨、智能温控三大专利技术，确保豆
浆磨得细、煮得好、科学控温，缔造倍浓
30%好豆浆，更多好营养。而且它采用大
界面，蓝光背景显示，更清晰；轻触按键，
操作更便捷。

六一儿童节聪明父母的首选：
九阳倍浓植物奶牛豆浆机丰富早餐饮

品，九阳电饼档烤鸡翅，烘豆渣饼一键搞定

六一健康营养早餐推荐
六一儿童节营养早餐配方：
豆浆，豆渣饼，烤鸡翅

千金净雅将于世界无烟日举行“烟换巾”换爱公益
经济信息

据了解， 截至2011年底最新检测，
湖南现有尘肺病患者近5万例。 这些病
人中，80%以上是农民工。由于经济条件
所限，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无力医治，只能
等待命运的安排……

近日， 由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
打造的“善行2012�·福彩帮帮帮”之“爱
心清尘”公益行动正式启动。湖南福彩投
入20万公益金关注救助省内贫困尘肺
病患者， 计划为省内100名尘肺患者每
人提供2000元的爱心帮扶。

5月23日，省内首批6名尘肺病患者
得到了福彩的关心救助， 每人获得了
2000元的救助金。42岁的杨吉林是我省
“福彩帮帮帮之爱心清尘”活动首批受助
对象之一。 杨吉林于2011年查出患有尘
肺病，为了给他治病，家里花光了所有积
蓄， 孩子辍学， 妻子靠做临时工维持生
活。“福彩帮帮帮之爱心清尘” 活动组详
细了解到他的情况后， 给予了他2000元
的爱心援助。 ■毓哲

本报5月30日讯 今日上午的茶陵
县工农兵政府旧址，“红” 成为全场沸腾
的唯一基调。在此，2012年中国湖南红色
旅游文化节在此正式拉开帷幕。 省委常
委、 省委宣传部部长路建平宣布活动开
幕，副省长何报翔主持。

开幕式上，茶陵县与井冈山、宁冈、
永新、遂川、炎陵缔结“井冈山革命根据
地”红色旅游合作协议，主要是要将六个
红色县捆绑成为极具规模的红色旅游线
路、 红色文化的统一发展的大平台。此
外，还举行了全国百对新人“红色见证”
集体婚礼以及千车万人红色自驾游活
动。 ■记者 唐能

中国湖南红色旅游文化节在茶陵开幕

6县捆绑成红色旅游大平台

湖南福彩启动
“爱心清尘”公益行动

对中小微企业而言，资金紧张、销售
渠道不畅、成本高等因素束缚了他们的成
长。近日，百度“翔计划”湖南正式启动为
促进湖南中小企业发展指明了一条新的
道路和方向。

5月23日，2012聚焦营销新动力———
百度“翔计划“助力中小企业成长峰会在
长沙召开。6月， 百度将在长沙、 株洲、湘
潭、常德、怀化、张家界、岳阳、娄底8地区
启动“翔计划”。

6月力助湖南8地区中小企业
5月23日，2012聚焦营销新动力———

百度“翔计划”助力中小企业成长峰会在长
沙召开， 现场赠送120多个百度翔网站。本
次会议旨在不断提高中小企业信息化水
平，提升中小企业市场拓展能力，为中小企
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新动力。

此外，百度6月将在长沙、株洲、湘潭、
常德、怀化、张家界、岳阳、娄底8地区启动
“翔计划”，中小企业加入即享“6000建站
及营销工具”礼包。

百度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李彦宏先
生称，百度将利用“翔计划”这一有利平
台，为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带去先进的网
络营销理念和网络营销产品。

湖南省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党组成

员、 中小企业局局长黄东红致辞表示：此
次“翔计划”在湘落地，为我省的中小企业
的搜索营销服务搭建了一个良好和广大
的发展平台。希望中小企业依托信息化技
术的创新营销模式， 真正激发发展活力，
并加快经济发展方式的推动。

据了解，百度将在“十二五”期间，共
计投入30亿元帮助200万家中小企业实
现持续快速发展。

助推八成中小微企业普及网络
百度等搜索引擎所创造的这种低投

入、高产出的营销方式，已经得到了超过
50万中小企业的成功实践， 并成为越来
越多企业的首选营销平台。

截至2011年底，我省中小企业数量接
近20万家， 其中有超过1万家企业开展搜
索营销业务，比例高达5%，其中机械设备
发展尤其迅速，占到客户总数三成以上。从
2009年开始，我省企业搜索营销年增长速
度均超过50%，仅2012年一季度新增搜索
营销企业数量近1000家。随着各地中小企
业加入“翔计划”，加强信息化建设和开展
电子商务培训，预计到2015年，我省中小微
企业整体网络应用普及率将达到80%以上。

据悉，旨在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翔计
划”， 未来几年还将在全国建立30家专业培

训基地，提供现场面授培训、开放免费课程
等系统的教育培训体系；免费帮助企业建网
站或赠送VIP推广账号；为欠发达地区提供
免费宣传等具体举措等，帮助全国中小企业
增强市场拓展能力和提升软实力。

百度“翔计划”助推湖南中小企业信息化发展
中小企业加入即享“6000建站及营销工具”礼包

在今年两会上，中小企业成为最热话
题之一，受到两会代表和委员们的广泛热
议。张琼、杨劲松、毕红珍等全国人大代表
联名建议把搜索营销纳入《中小企业促进
法》，以提升中小企业信息化管理、营销能
力等自身软实力，降低企业对于政策的依
赖度，为中小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的市场环
境与服务支持。这是自2011年之后，连续
两年两会代表们提出大力发展搜索营销
的建议。 ■通讯员 李佳颖

两会升温“搜索营销”
相关链接

5月30日，湖南红色旅游文化节开幕现场，红色是主基调。 记者 童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