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刚刚过去的
“史上最长的黄金周”
里， 湖南人消费“豪气十
足”。 省商务厅的统计数字显
示，今年双节期间，我省社会
消费品零售额约比2011年国
庆黄金周增长18%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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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 怕！ 怕！ 花钱又不能把病治好，病人最大的担忧

皮 肤 病 终 点 站

本院采用中药秘方，清除病根，切断病源，扶正祛邪，提高人体
自身的免疫能力，治愈后不再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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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治：鱼鳞病、牛皮癣、湿疹、荨麻疹、痤疮、扁平疣、神经性皮炎、过

敏性皮炎及各种久治不愈的皮肤顽疾。

医疗广告漫天如雪 皮肤顽疾哪家能接

公交线路：103路、17路、29路（长城建材市
场站下往前 100米）

地址：湘潭市湘衡路 261号
电话：0731-52326120 55558855

怕！ 怕！ 怕！ 花钱又不能把病治好，病人最大的担忧
湘潭市林敏医院

湘潭市金康白癜风中医中药治疗临床研究中心

汨罗市三雄报废汽车回收拆解
有限公司（注册号：4306810000
10096）， 已于 2012 年 8 月 30
日 将公司法定代表人由仇建
春变 更为黄山多。 即日起，公
司启 用法定代表人为黄山多
的《报 废汽车回收企业资格认
定书》承接业务。 特此声明。

声 明

长沙市雨花区长钢华铭客房部遗失
凌勇法人私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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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琴遗失集体户口卡 身份证号码：
362226198601062122声明作废。

翁志强身份证遗失， 身份证号码：
43010219910606001X，声明作废。

岳阳市龙鹏物贸有限公司决定
注销，请所有债权人自本公告见
报之日起 45 日内与公司清算组
何剑标联系，电话：15923724488

注销公告

成也客运湘 AY4752行驶证、 登记
证书。 张建波湘 AB0729登记证书

以下证件公示作废

平安产险股份有限公司常德
中支遗失以下单证， 声明作
废 。 借 款 人 保 单 1 份
TP000049112000012292。

遗失声明

岳阳县鲁氏食品厂投资人鲁世
民于 2012 年 9 月 30 日决定解
散岳阳县鲁氏食品厂， 为保护
本企业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自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60 日内，债
权人应当向本企业投资人申报
债权。 联系人：鲁世民
联系电话：18075732107

二 O一二年九月三十日

岳阳县鲁氏食品厂注销公告

湖南大学米裕丹遗失报到证,证
号:201210532202764,声明作废
朱上兵遗失集体户口卡，身份证号码
４３２９０１１９８１０７０１１０１１声明作废。
肖爱辉 430111194802052228身份
证遗失，声明作废。

长沙帝森日用品贸易有限公司
遗失贷款卡，卡号 43010000040
84825。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刘程 ４３０３０４１９８５１１１３２５５７身份
证遗失，声明作废。

长沙湘侬寨饭庄遗失地税税务
登记证正副本，税号：430103
19760916407X，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潘梅英坐落在五一中路 006 号新生
村（现 49号）的房屋产权证遗失，权
证号为 9002753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湘 EIX927 的刘小崩、湘 A26752
的李洪亮： 因你驾驶车辆从事非
法运营，被我局依法查扣，至今未
来我单位接受处理， 我局现已作
出延长扣押期限决定， 请你于公
告当日起三个工作日内到我单位
领取《延长扣押期限决定书》，逾
期未来领取，则视为送达。（地址：
长沙市芙蓉区荷花路 7 号，联系：
84694770 联系人：宾文）

长沙市交通行政执法局
2012年 10月 9日

公 告

彭小成 430124195212127142居
民身份证遗失，声明作废。

郭重 430103197410230519居
民身份证遗失，声明作废。

罗海 430722197809045050 身份证遗失
声明作废，签发日期 2007年 9月 17 日
李娟 430103198210152549 身份证遗失声
明作废， 签发日期 2007年 5月 23 日
胡洋 43011119951119283X身份证遗失声
明作废，签发日期 2011年 11月 16 日
唐骥 430103198202073015 身份证遗失声
明作废， 签发日期 2006年 10月 30 日
蒋思聪 430111199309272836 身份证遗失
声明作废， 签发日期 2011年 1月 25 日
杨志钢 430103195812041025身份证遗失
声明作废，签发日期 2006年 3月 29 日
陈正明 432302197204174735 身份证遗失
声明作废， 签发日期 2008年 10月 28 日
唐申好 430111199012063216 身份证遗失
声明作废，签发日期 2008年 10月 28日
李成 43010319781101151X 身份证遗失
声明作废， 签发日期 2011年 4月 6 日
何越华 430102198109185614身份证遗失
声明作废，签发日期 2008年 3月 25 日
贺杰涵 2009年 3月 18日出
生证遗失，声明作废。

邓建红遗失坐落于高塘岭镇高塘
村社区 15 队的权证号为 00013356
的房屋产权证，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人花钱比去年大方
我省黄金周消费额同比增18%��闸蟹、黄金消费进入高峰

■记者 未晓芳
实习生 欧小雷

举办婚礼、准备嫁妆的新人，
成为今年黄金周拉动消费的主
角。“双节” 长假进入婚嫁旺季，
“淘金热”在长沙各大商场、卖场
上演，黄金、珠宝等贵金属销售额
再创新高。

步步高广场长沙店企划部张
经理告诉记者，黄金周期间，黄金
饰品入账比平日多了一倍多。记
者注意到，“十一”期间，各大黄金
专营店、 专柜的饰品价格在每克
460元左右， 而铂金价格每克约
560元，多数品牌都推出了酬宾活
动，部分黄金每克降幅达到50元。

10月7日， 省商务厅发布的
《2012年中秋国庆黄金周消费品
市场情况》 显示， 湘潭市黄金饰

品、金条、婚庆钻饰成热销商品，
销售额同比增长45%以上。 湘西
自治州金银饰品销售较去年同期
增长38%以上。

点评： 以金银珠宝为主的婚
嫁用品销售额名列前茅， 除了新
人扎堆办婚礼外， 金价稳步飙升
是更不容忽视的原因。7日， 黄金
价格达到1795美元/盎司，刷新11
个月高点， 今年前三季度涨幅更
是创下五年来的新高。

兴业银行贵金属分析师钟婷
表示，遇上波峰购买首饰，消费者
“买贵”感仍然明显。她透露，这两
日金价略有回调，但是中线还是看
涨，春节期间或许还会有新高。

黄金周是亲朋好友聚餐的好
时机，各大饭店、餐饮名店争相推
出拿手好菜，加之灵活多样的优惠
措施，8天假日，婚宴、家宴、旅游宴
将我省餐饮消费市场带入高潮。

以火宫殿为主的长沙旅游餐
饮营业额同比约增7成，火宫殿中
秋 节 当 天 营 业 额 同 比 增 长
52.19%。

位于长沙马王堆海鲜市场的
海尚舫8天假期的平均上座率达
到了120%。海鲜市场经理游再福
透露，高记、海旺角、海都汇等加
工酒楼生意也异常火爆。 这里以
家宴、聚餐为主，时令菜品———清
蒸大闸蟹每桌必点。

此外， 很多在家用餐的市民
也出手阔绰。 马王堆海鲜水产批
发市场的统计数字显示， 每天能
成交闸蟹两万斤以上， 约比去年
增长15%。此时卖得最好的是2.5
两至3两的母蟹。

点评： 闸蟹等海鲜水产属于
农产品，价格波动较大。可谓一天
一个价。中秋国庆吃闸蟹最应景。
不过， 节后才能吃到更美味实惠
的闸蟹。闸蟹供应量增加，价格会
下行， 成熟度也更
高， 蟹黄更加饱满。
10月底，吃公蟹也就
到时候了。

婚嫁用品唱主角

婚宴、家宴、旅游宴成重头戏

受长假期价 ICE原糖期价大涨影
响，周一郑糖早盘跳空高开，盘中冲高回
落， 尾市全线小幅收涨， 涨势较早盘收
敛， 主力合约SR1301报收于5232元/
吨，涨40元。郑糖节前几日破位下跌，整
体上弱势未改，假期中恰逢原糖大涨，给
郑糖带来暂时性反弹的可能， 但反弹力
度不宜高估。

周一股指期货小幅高开后略微上冲
后一路震荡走低，午后继续在低位振荡。
截止到收盘 ， 主力合约 IF1210报收
2276.6点，下跌1.15%，持仓环比小幅减
少，成交量环比大幅萎缩。现货方面，早
盘一度冲击60日均线压力， 但因成交量
萎缩， 股指震荡回落， 午后出现小幅跳
水， 尾盘略有反弹， 沪深300指数报收
2270.05点，下跌1.01%。

从技术上看， 周一报收阴十字星
线，技术上仍然站在20、30天均线以上，
但上方60天均线压力沉重，KDJ高位走
平，MACD红柱加长， 股指经过节前两
天的强力反弹后周一缩量回调，成交量
始终不能持续放大。目前股指短线将面
临前期密集套牢区，没有量能的配合大
盘不可能轻而易举向上突破前期平台，
后市大盘仍将继续整理蓄势消化套牢
盘的压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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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望。
■德盛期货研究中心 潘涛

期货日评

大盘将继续消化套牢盘

期货经纪机构的业务实行许可证
制度，由国务院期货监督管理机构按照
商品期货、金融期货业务的不同种类颁
发许可证。

期货知识

期货经纪机构的业务范围

期货投资咨询资格号码：TZ004421
开户热线:0731-82893316
咨询热线:0731-82893222
公司网址:www.dsf.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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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正在选购闸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