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济信息

1、 有时间和精力的
话，可到批发市场附近的
农贸市场。

2、留意天气预报，雨
雪天前适当备
货。

3、错开早
上买菜高峰，中午
或晚上六点左右
相对便宜，不过，品
种不齐全。

“冬季，湖南蔬菜90%要靠外省供应，
运输、保险等成本增加，冬季菜价本来就
不便宜，这是惯例。”省商务厅相关负责人
说， 深冬气温进一步降低， 露天蔬菜上市
量减少，加之外调蔬菜运输困难，消费需

求继续增加，拉动价格持续上涨，预计后
期蔬菜价格仍会上涨。

据省气象台消息，8日－10日湖南又将
出现一次较明显的雨雪天气过程，将给湘北
带来较明显的降雪，新一轮涨价潮或将来临。

逛
晓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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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综合

本报1月7日讯 网络传销日渐成为
传销阵地的主角，今日，湖南省工商局通
报2012年十大传销典型案例， 其中六起
为网络传销。

这六起网络传销案分别是美国稀土
投资公司网络传销案、“军圣营销”特大网
络传销案、 湖南ST国际网络传销案、
“UNG”网络传销案、“世界中华民族联合
会”网络传销案、香港SC国际教育投资控
股有限公司网络传销案。 除了上述6起网
络传销案， 在今年的十大传销典型案例
中， 还有陈某特大组织、 领导传销案，
JCRS食品有限公司传销案，YHLZ黑茶
有限公司为传销行为提供货源、培训场所

案，李某介绍他人参与传销案。
省工商局统计数据显示，今年我省共

捣毁传销窝点1716处， 教育劝返遣散传
销人员17153人， 冻结违法资金1.2亿元。
省工商局提醒，“在遇到相关创业、投资项
目时，一定要仔细研究其商业模式”。无论
打着什么样的旗号，如果其经营的项目并
不创造任何财富， 却许诺只要你交钱入
会，发展人员就能获取“回报”，请提高警
惕，没有这么轻松就赚大钱的事。

省工商局打传办相关负责人表示，在
上网时看到“轻点鼠标， 您就是富翁！”、
“坐在家里，也能赚钱！”这些标语就要提
高警惕，传销在网上的表现形式主要有两

种。一种是宣传性质的，就是信息往往以
“资本运作”、“电子商务”、“网络销售”、
“网络加盟”、“私募基金”、“股权投资”、
“网络直销”、“网上培训”、“点击广告即可
获利”等面目出现；还有一种是在网上建
立传销系统， 就是在互联网上发展人员，
要求交纳一定费用或购买产品、 积分、返
利等， 并且要求继续拉人加入或发展下
线，所发展的人数越多，获得的报酬就越
多，这些就有可能是网络传销骗局。

湖南省工商局副局长鲁先华提醒消费
者，发现传销活动，及时向发生地的工商、公
安机关举报。举报电话：工商机关12315，公
安机关110。 ■记者 肖祖华 通讯员 许英

青菜涨价猛，粉店老板爱上豆芽
我省菜价连涨9周，后期仍有上涨动力

湖南公布十大传销案例，6起属网络传销
工商提醒：警惕“轻点鼠标，您就是富翁！”、“坐在家里，也能赚钱！”等宣传语

现代女性对孕期与产前检查及
产后塑形方面都已十分重视，却少有
人注重产后42天的盆底“安检”，殊不
知，这个小小的疏漏可能导致产后尴
尬不断。

“不少新妈妈反映说，打喷嚏就会
弄湿内裤， 大笑或用力咳嗽甚至蹲下
来捡东西这种稍用力的动作就会有小
便漏出来。”长沙玛丽亚妇产医院产后
盆底康复中心肖中苏主任告诉笔者
“很多人不知道， 夫妻生活质量不高，
以及中老年时发生盆底功能障碍，很
可能是几十年前的分娩损伤引发的。”
对比鲜明的是， 早在二三十年前欧美
等发达国家和地区， 就已重视女性盆
底功能障碍问题。以法国为例，政府鼓
励产妇分娩一至两周后， 在家进行盆
底功能训练。产后42天，政府免费再为
产妇提供一个疗程的盆底功能康复训
练。

长沙玛丽亚妇产医院盆底康复治
疗中心引进的法国VIVALTIS公司的
PIENIX盆底康复治疗仪，依托生物反
馈技术和电刺激技术， 通过对盆底肌
肉的评估和电刺激训练、 生物反馈治
疗，快速紧缩阴道和盆底肌肉，大大减
少了盆腔器官脱垂、 阴道松弛以及尿
失禁等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的发生，
唤醒盆底的神经及肌肉， 使阴道大小
及敏感状态恢复到产前， 从而提高性
生活质量。对那些无明显手术适应症、
药物治疗效果不佳， 及不能忍受药物
副作用的女性、 产后42天到半年的正
常产妇，尤其具有良好疗效。

如果您有任何关于产后盆底康
复方面的疑问或烦恼，即可拨打玛丽
亚盆底康复热线88776666或登录玛
丽亚官方网www.csmaria.com进行
了解和咨询。

产后42天“盆底康复”
置换您的幸福未来

本报1月7日讯 记者今天从湖南
省经信委了解到，2012年，湖南省工业
发展质量继续保持中部第一， 在全国
位居第九位， 排位比2011年前移3位；
从工业发展潜力看，湖南位列全国“最
具潜力” 省市第1位。

据介绍，2012年，全省规模工业的
增速也高于全国水平。1至11月， 全省
规模工业完成工业增加值增长14.6%，
比全国平均增速高4.6个百分点，而企
业效益也好于全国水平。

此外，记者了解到，目前我省“四
千工程”的推进也实现了新突破。电子
信息产业成为第8个千亿产业，岳阳石
化成为第2个千亿集群，株洲高新区成
为第3家千亿园区，五矿有色控股成为
湖南首家千亿企业。

■记者 侯小娟 通讯员 王平

我省工业发展质量
中部第一

1月4日，长沙市马王堆蔬菜批发市场，一名商贩正坐在满载蔬菜的拖车上，大雪过
后，蔬菜看涨。 记者 童迪 实习生 赵颖慧 摄

4天前的一场大
雪，让整座长沙城“异
动”起来。一菜一叶的
吃喝生计， 也正因为
大雪悄悄发生着变
化： 长沙市开福区便
河边巷福建沙县小
吃， 老板悄悄将免费
烫送的小油菜换成了
豆芽菜， 扬帆小区浏
阳蒸菜馆的李老板舍
近求远， 每天专程跑
三次马王堆市场……

如今， 我省蔬菜
主要靠外省供应，雨
雪导致的运输难，使
得原本高位运行的菜
价，贵上加贵。业内人
士预计，1月9日，新一
轮雨雪天气来临，蔬
菜或迎来新一轮涨
价。

“老板， 帮我烫几根青菜吧。”1月5日
晚7时，家住长沙市开福区便河边150号的
侯女士按照惯例，提醒老板别忘记帮她在
红薯粉里烫几根青菜。

“今天没有小油菜，豆芽可以吗？”老
板告诉她，这两天青菜太贵了，她只能改
成豆芽菜。 记者从便河边菜市场了解到，
豆芽算是如今市场上最便宜的菜了，2元/
斤，小油菜则要4元/斤。

“这两天还算便宜了，前天贵得吓人，
小油菜到了5块/斤，葱8元/斤。”以前送葱

拉拢顾客的菜贩子， 不约而同不再送了，
“五、六根就要一块钱”。

“白菜薹涨到了4块，一个字：贵！”谈
起蔬菜的价格，在长沙开饭店有10年的李
老板瞪大眼睛，左手比出4个指头。

应对高菜价， 他说出了自己的对策。
李老板说，尽管他的饭店离扬帆小区生鲜
市场仅有一路之隔，他却舍近求远，专门
到马王堆蔬菜批发市场去买菜，“这3天，
菜价高，每天都要去3次，不敢多买，只把
缺的菜补上。”

大雪之后 ，小餐馆想法设法降成本

1月6日晚9:00， 马王堆蔬菜批发市
场，4日降下的冰雪还未完全消融，一台12
轮大卡正在试图倒车进场。

225号门面， 做了十多年蔬菜批发生
意的刘岳斌，双脚搭在炭火架上，腿上盖
一床被子。 他的后背是一辆12轮大卡，货
箱里还有1.1万斤莴笋准备出手。

1月4日和5日，菜价一路飙涨，6日和7
日开始下跌。刘岳斌说，“莴笋每斤批发价
前天1.5元，今天只有8毛钱了；红线椒前天
2.8元，今天就只有1.4元了。”

四、五日蔬菜贵，主要是因为大雪封
路，运输缓慢，供应“断层”所致。打个比方

说，芹菜从山东寿光运往长沙，正常情况
下，约20个小时可到。遇上雨雪天气，要在
路上多逗留十多个小时。

他估计，1月4日， 到批发市场内约60%
的货晚点，30%—40%的摊主少货，这就造成
货源紧张；另外，“二手贩子”见天下雪，怕进
不到货，本来只进1吨的，他就选择进2吨，囤
货。这样，价格就飞涨上去。

事实上，1月4日大雪之前， 我省蔬菜
价格就已连续九周上涨。来自省商务厅的
数据显示，上上周监测的18个品种，13涨4
降1持平，上涨幅度最大的是大白菜、白萝
卜、油菜。

大白菜、白萝卜涨幅最大■实习生 肖鹏
记者 未晓芳

将迎来新一轮涨价

支招

冬季买菜妙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