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学新生买机票仅3折
本报8月27日讯 又到了大学新生

入学的时间，深圳航空公司推出了“学
子有梦，深航伴你”活动，2012年大学新
生购票享3折优惠。据了解，即日起，大
学新生和家长可通过深航呼叫中心和
深航直属售票处，购买8月27日（含）至9
月15日（含）长沙至大学所在地的机票，
学生持大学入学通知书购买单程，可享
3折优惠， 但要求同一航班上需有至少
一位家长购买当日航班单程或来回正
常折扣机票同行，才可享受优惠。另外，
家长购买4.5折以上往返机票，还可享经
济舱往返各5%的优惠。

深航长沙始发航班有：长沙-深圳、
长沙-广州、长沙-西安，长沙-南宁，长
沙-南京，长沙-兰州，长沙-青岛，长
沙-三亚和长沙-西宁。 ■记者 唐能

凤凰涅槃、逆风飞扬，谁能在危机中屹立不倒，擎起经济稳增长的大旗？脚踏实地、心怀天下，谁能在挑战中奋勇前行，输出实业强国
的正能量？2012年，谁将成为中国经济的年度骄傲，步入年度人物的荣耀殿堂？2012年，谁又将成为今年的亚太商业领袖，睥睨商界群雄？

千元可去
三亚拍婚纱照

本报8月27日讯 碧蓝的海天、翠绿
的椰林，因为在电影《非诚勿扰2》中的出
镜，三亚成为游客们拍婚纱、办婚礼、度
蜜月的首选地。

今年夏天，三亚全国范围内首创“目
的地婚礼”城市营销模式。

记者了解到， 三亚市各大酒店、旅
行社、婚庆公司、婚纱摄影机构特设了丰
富的目的地婚礼套餐产品， 形成了数十
套品种， 以满足不同消费层次市民的需
求。在三亚举办一场特色婚礼，价格从万
元到数十万元不等， 不仅包含举办婚庆
典礼的保姆式全套服务， 还包含蜜月海
景婚房布置、餐饮以及接送机等费用。

同时，在三亚拍摄婚纱照，价格从千
元到万元不等，不仅包含服装、造型、拍
摄等常规费用，甚至还包含景区门票、景
区场地费和餐饮费用。 ■记者 唐能

本报8月27日讯 以“寻找中国经济
的年度骄傲”为口号，以“实业的使命”为
主题，2012CCTV中国经济年度人物评
选8月24日正式启动， 本报是此次评选
活动在湖南的唯一合作机构。

评选主要看“实业”
根植于国际经济错综复杂，2012年

我国经济挑战不断，稳增长成为当前首
要任务。实业是经济之基，是发展之源，
是立足之本，中国经济需要实业。今年
的中国经济年度人物的评选将主打“实
业”牌，评选关键词为：创新、责任、影响
力、推动力、年度贡献度。

第十三届“中国经济年度人物”评
选组相关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在人物的
评选上，今年最大的亮点是中国经济年
度人物评选系列活动重磅推出全新品
牌———亚太商业领袖评选，该评选涵盖
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港澳台等11个
亚太国家和地区，中国经济年度人物评
选的影响力开始走出国门。

评选节目形态更丰富
除了在人物的评选和推介上更富

有国际视角，今年的节目形态也将从单
一的节目发展成为融评选、节目、论坛
为一体的系列产品。在为期三个月的进

程中， 评选活动将分阶段相继在汉诺威、
新加坡、香港、纽约、济州岛、北京、上海、
南京、武汉、厦门等经济热点城市举办央
视财经全球论坛，商界巨子、政界精英、学
界翘楚齐聚一堂，共论全球产业变局中的

实业重构。 而今年12月12日颁奖晚会当
天，还将现场集中推出几场中国经济年度
论坛，把中国经济的脉络融入年度的经济
观察中，国内外经济界的精英们将解答中
国经济的热点问题。 ■见习记者 潘海涛

2012中国经济年度人物评选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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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伴随着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
（CPI）上涨，每个人都能在日常生活中切身
感受到通胀带来的影响。个人资产的保值日
渐成为焦点话题。作为生活上投入程度仅次
于房产的大宗消费品，汽车的保值也日渐受
到消费者重视。那些具有综合性多功能优势

的新车型，由于性价比高、使用价值多，即便
在将来有置换需求时，这类车型在交易市场
上也将更有竞争优势。

具有“三车一体、一车多能、宜商宜家”
等高价值优势的FUV时尚多功能车逸致，
能充分满足消费者当前这种保值购车的新

需求。据了解，逸致集合了“轿车的舒适性
与燃油经济性、MPV的大空间与多用途、城
市SUV的动感外观与高安全性能” 三种车
型优势于一体。 逸致2780mm的出色轴距、
1665L的行李箱容积以及独立的座椅设计，
既可满足车主当前以及未来更多家庭成员
的出行或物品的携带需求。在用车成本上，

逸致所搭载的“双VVT-i+CVT”铂金动力
组合，也能带来相当理想的燃油经济性。

在保值消费日渐成为一种生活共识的当
下，选择逸致这样一款具有理想用车成本、更
高用车价值和配置的时尚多功能车， 意味着
选择了高价值的用车体验， 同时也选择了一
种更为完美而保值的生活方式。 ■罗洁

广汽丰田逸致成“保值购车”首选车型

在车里也能看电视，8月华运通奥迪
新A6L全车系赠送“车载电视”，精彩节目
不再错过。 即日起至2012年8月31日来永
通-华运通奥迪购买全新一代奥迪A6L，
即可尊享三重好礼，指定车型最高优惠6.5
万。 贷款购车用户更可参与奥迪金融计
划， 20%低首付、3-5年最低1.88%利率贷
款金融方案，“贷” 您轻松驾驭财富未来，
引领前所未有的巅峰时代。 贵宾专线：
0731-84551188转182、176

好礼一：2.0T/2.5FSI万元现车优惠+
万元装饰礼包赠送、全系现车供应。

好礼二：2.8FSI/3.0T�万元现金优惠+
万元装饰礼包赠送。8月特别加赠万元全

车保险。全系现车供应。
好礼三：贷款购车用户，可参与20%低

首付、3-5年最低1.88%利率贷款金融方案
最低首付比例20%， 最长贷款期限5

年，18-36期利率仅需1.88%-3.88%。 使用
建设银行或招商银行信用卡分期购车，均
可尊享18期免利息。月供288-688元，日供
最低仅需10元， 尾款一年后可展期或置换
新车。2.0TFSI开辟专属金融专享忠诚用户
和企业用户购车通道， 令您的企业领先感
受金融购车带来的灵活与自由。 以上方案
任享其一。

更多购车灵活金融方案、 尊享无忧购
车计划，敬请垂询店面销售顾问！ ■罗军

八月购华运通A6L享三重礼钜惠6.5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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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新的下降通道开始形成
周一郑糖早盘平开，小幅探底后快速

拉升，上午盘中维持震荡，午后期价回落
后再次震荡走高， 尾市全线小幅收涨，主
力合约SR1301报收于5434元/吨， 上涨
35元。郑糖在收储消息消化后重回底部区
域震荡，技术上看上方压力较大，前期底
部区域支撑尚强，近期维持底部震荡走势
概率较大。

IF1209主力合约周一低开后震荡下
挫，多方毫无反抗，报收于2249.4点，下跌
46.4点或2.02%，成交环比小幅增加，持仓
环比大幅增加，呈现增仓下行态势，多方
不死，空头不止，期指仍有下跌空间。期指
升水21点。

沪深300指数周一低开低走，几乎以
最低点收盘，报收2228.44点，下跌47.30
点或2.08%。盘面上看，毫无热点可言，呈
现普跌态势，成交量环比小幅增加。

从技术上看，周一报收中阴线，5、10
日均线加速下行， 所有均线空头排列，一
个新的下降通道开始形成。 大盘远离5日
线， 在跌破2300点之后像样的反抽都没
有，说明多方已经麻木，空方势力强大，如
果没有外力的支撑大盘难以扭转颓势，预
计大盘周二继续探底走势。后市关注消息
面的变化及量能的变化。

周二操作上建议投资者轻仓做空。
■德盛期货研究中心 潘涛

1.市场行为反映一切
2.价格呈趋势变动，这是技术分析

中最根本、最核心的因素
3.历史会重演

期货知识

技术分析法的三大假设有哪些？

期货日评

亲爱的读
者， 如果您对
2012CCTV 中
国经济年度人
物评选活动有
何看法或者建
议， 如果您觉
得什么样的企
业家具备参评
中国经济年度
人物的资格，
欢迎通过拨打
电话 84329272
或者通过新浪
微博@三湘财
富俱乐部 联
系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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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奖号码
奖级
一等奖
一等奖 (追加)
二等奖
二等奖 (追加)
三等奖
三等奖 (追加)
四等奖
四等奖 (追加)
五等奖
五等奖 (追加)
六等奖
六等奖 (追加)
七等奖
七等奖 (追加)
八等奖

中奖注数(注)
11
5
40
8
87
41
425
125
8522
2433
23249
6540
291092
79889

2519327

单注奖金(元)
5299455
3179673
62386
37431
6261
3756
3000
1500
600
300
100
50
10
5
5

排列 3、排列 5第 12233期 本期投注额：19488622元
中奖号码 2 5 0
投注类型 全国中奖注数（注）
直选 7372
组选 ３ 0
组选 ６ 14958

中奖号码 2 5 0 6 0
奖 级 中奖注数（注） 单注奖金（元）
一等奖 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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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100 期 本期投注额：81304308元

22选 5第 12233期 本期投注额：1721198元
中奖号码
奖级
一等奖
二等奖
三等奖

04 08 18 19 20
中奖注数(注)

28
3205
51377

单注奖金(元)
15223

50
5

超
级
大
乐
透

生
肖
乐

奖级
一等奖

中奖注数（注）
11801

单注奖金（元）
６０

下期奖池 97280598.93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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