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日前从平安人寿湖南
分公司了解到， 该公司感恩回
馈客户的平安吉星送宝少儿两
全保险（分红型）突破少儿保额
限制门槛， 帮助父母规划孩子
的未来子女教育金。

记者了解到，“吉星送宝”
条款简单，具有以下五个特点：

一是怀揣护身符：吉星送宝
是陪伴孩子成长的护身符，交费
不长，10年就能完成，从第一次
交费承保起，孩子就将拥有生存
金、保障金、分红金、满期金。

二是脚踏满期金： 当孩子

满75岁时， 返还您交的所有
投入， 给孩子的老年生活祝
寿。

三是身穿保障金：18岁
前无论疾病还是意外身故，
公司返还所交保费，18岁及
以后公司将为您的孩子提供
高额的保障， 意外身故给付
期交保费的30倍， 非意外身
故给付期交保费的15倍，让
您的孩子风雨来临有保护。

四是左拿生存金： 从承
保起， 孩子就能每两年得到
年交保费的30%作为生存

金，直到满期。
五是右拿分红金：公司将分

红保险业务不低于70%的可分
配盈余分配给客户，红利既可以
领取， 也可以选择累积生息、抵
交保费或者交清增额，虽然分红
是不确定的，但相信专业的平安
资产管理投资团队一定会为您
带来不错的收益。

据悉，“吉星送宝”少儿两全
保险自2010年9月在湖南省上
市，在湖南的首年累计销售额已
突破3亿元。 ■通讯员 朱昭阳

记者 刘永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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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阳光人寿衢州中支继
去年向客户柳先生支付赔款11万
之后， 再次为他完成20余万元的
赔付。 对于阳光人寿先后两次的
快速理赔， 客户家属李女士表示
高度赞扬。

2010年1月1日， 李女士为丈
夫柳先生投保了《阳光人寿财富
双账户终身寿险（万能型）》（期缴
保费6000元），此后又于3月9日为
柳先生购买了《阳光人寿十全十
美两全保险（分红型）》、《阳光人寿
附加万能提前给付重大疾病保险
A款》和《阳光人寿附加豁免保险
费重大疾病保险A款》（期缴保费
共7786.64元）。

天有不测风云。2011年10月
13日，柳先生被诊断为胃癌。因为
一直忙于治病， 柳先生一家直到

2012年8月13日才前往阳光人寿
衢州中支申请理赔。接到理赔材
料后，阳光人寿衢州中支快速行
动， 于2012年8月19日根据其购
买的保险条款约定，向其给付保
险金113387.4元，并退还了因豁
免多缴的保费4940元。

虽经医院全力医治，柳先生
还是于2013年2月7日不幸去世。
阳光人寿衢州中支工作人员主
动协助其家人收集第二次理赔
所需资料。2013年3月20日，在其
家属再次申请理赔立案后，阳光
人寿根据保险条款约定，于4月9
日再次快速理赔206708.57元，
至此共向柳先生给付保险金30
万余元。

■通讯员 张莉 朱卉君
记者 刘永涛

阳光人寿为客户高效理赔

像彼得·林奇那样投资
投资者走进身边的上市公司

平安吉星送宝少儿险持续热销

湖南华鸿拍卖有限公司
2013年4月19日

拍卖公告
受法院委托，定于2013年5月21日10时在湖南省联合产权交易所（以下简称省联交所）依法按现状分零公开拍卖下述标

的，现公告如下：

二、拍卖标的自公告之日起至5月20日前，在标的所在地现场
展示。

三、竞买人应以转账方式（不接受现金缴存）将竞买保证金在
2013年5月20日16时前（以到账时间为准）缴至如下账户(账户名
称：湖南省联合产权交易所司法拍卖保证金专户，开户银行：民生
银行长沙分行营业部，账号：3101�0141�9000�0022)。

四、竞买人应在2013年5月20日16时前凭付款凭证及有效证件到
省联交所办理竞买登记手续后方可取得竞买资格，逾期不予办理。

五、成交价款支付方式、期限：买受人在拍卖成交之日起五日

内付清全部成交价款。
六、特别提示：
1、请当事人、担保物权人、优先购买权人或其他优先权人于

拍卖日到场，如参加竞买，应按本公告的规定办理竞买登记、缴纳
保证金、参加拍卖会。

2、标的二估价时未提供《国有土地使用证》。
3、标的三已出租，其房产占用范围内的土地系集体所有，在

本集体经济组织内予以拍卖。
省高院监督电话：0731-82206302�������
委托法院监督电话：标的一： 0731-84784812
标的二：0731-85881450�����标的三：0731-85890165
工商监督电话：0731-89971678
省联交所地址及电话： 长沙市芙蓉中路三段569号湖南商会
大厦（西塔楼）20、23A楼。84178668,18675989500�汪女士
有意竞买者至省联交所或湖南华鸿拍卖有限公司查阅相关
资料，咨询电话：禹女士 13787417198
详见人民法院诉讼资产网www.rmfysszc.gov.cn
省联交所网站www.hnaee.com

序号

1

2

3

拍卖标的
长沙市天心区友谊路
268号万芙锦园7栋

2503号房屋
长沙市雨花区韶山路
131号（现韶山中路
585号）008栋505号

房屋
长沙市高桥乡友谊村
友谊农民新村一号小
区第1幢一单元一楼
西、四楼西，房号为
101、401以及炮楼01

权证号

尚未办理产权
登记

00084455

长房权证雨花
集字第

00539076号

建筑面积

84.02
（合同约定）

53.8

154.21

评估结果

50.58

33.79

25.55

起拍价

50.58

33.79

25.55

保证金

5

3

3

一、拍卖标的： 单位：平方米 万元

拍 卖 公 告
受法院委托， 定于2013年5月22日10时在湖南省联合产权交易

所（以下简称省联交所）依法按现状公开拍卖下述标的，现公告如下：
一、标的一：长沙市雨花区芙蓉中路二段395号（侯家塘立交

桥侧）2505房屋 (含室内物品)， 产权证号： 长房权证雨花字第
00400549号，建筑面积135.20㎡，评估价为人民币100.87万元(其中
部分家具评估值为3800元)，起拍价为人民币100.87万元，竞买保
证金10万元；

标的二：中联牌ZLJ5281THB125-37混凝土泵车壹台，发动
机号码6WF1A423390，评估价为人民币104.27万元，起拍价为人
民币104.27万元，竞买保证金10万元。

二、拍卖标的自公告之日起至5月20日，在标的所在地现场展示。
三、竞买人应以转账方式（不接受现金缴存）将竞买保证金

在2013年5月20日16时前（以到账时间为准）缴至如下账户(账户
名称：湖南省联合产权交易所司法拍卖保证金专户，开户银行：
民生银行长沙分行营业部，账号：3101�0141�9000�0022)。

四、 竞买人应在2013年5月20日16时前凭付款凭证及有效证件
到省联交所办理竞买登记手续后方可取得竞买资格，逾期不予办理。

五、成交价款支付方式、期限：买受人在拍卖成交之日起五
日内付清全部成交价款。

六、特别提示：
1、请当事人、担保物权人、优先购买权人或其他优先权人于

拍卖日到场，如参加竞买，应按本公告的规定办理竞买登记、缴
纳保证金、参加拍卖会。

2、 委托他人办理竞买登记手续和委托他人参加竞买的，必
须出具委托书及委托双方身份证明。

3、标的二有车辆销售发票，无牌照，评估时未能取得车辆行
驶证及购置合同等资料。
省高院监督电话：0731-82206302�����
委托法院监督电话：标的①84784811，标的②88926151
工商监督电话：0731-89971678
省联交所地址及电话：长沙市芙蓉中路三段569号湖南商会大厦
（西塔楼）20楼，咨询电话84178668�18675989500�汪女士
有意竞买者至省联交所或湖南飞龙拍卖有限公司查阅相关资料，
咨询电话：13874947155�龙先生
详见人民法院诉讼资产网（www.rmfysszc.gov.cn）
省联交所网站www.hnaee.com

湖南飞龙拍卖有限公司
2013年4月19日

仅仅通过了解身边的上市
公司，就为世界投资大师彼得·林
奇找到许多涨10倍的大牛股，
可见投资并不是一件多么莫测
高深的事。 不过对于中国投资
者而言， 如何从身边的上市公
司中找到投资机会， 还需要学
习和引导。近日，深交所“认识
你的股东·走进上市公司” 活
动来到湖南， 投资者近距离接
触了友阿股份、 加加食品等两
家湖南优质上市公司。

上市公司：
“我的萝卜是最好的”

在参观了友阿奥特莱斯之
后， 友阿股份的投资者们与友
阿股份的高管团队进行了面对
面的交流。

在回答投资者关于友阿股
份的发展重心时，董事长胡子敬
表示，友阿股份的市场重心仍然
是长沙。“企业不一定要做大，但
一定要做长沙最好。” 胡子敬向
投资者表示，“我只管把投资者
交给我们的钱用好，把企业品质
做好， 就不怕没有生意可做。经
营企业就像农民耕地，我负责把
地耕好，至于种出的白菜萝卜卖
多少钱，那是市场决定的，公司
股价我不能也无法影响，但我保
证我的萝卜是最好的。”

针对投资者担忧海天、美
味鲜等企业更具产能规模竞争
力时， 加加食品董事长杨振表
示， 加加食品之所以自始至今
不断创新战略， 是因为深刻领
会了只有建立具有差异化的定
位，才能塑造出自身竞争力，加
加食品致力并且擅长发掘缝隙
机会创新品类。

投资者：
走进公司，降低投资风险

“我们作为小股东与公
司经营者进行面对面的交
流，是一次难得的机会，这也
把我们平时对于公司的感受
从年报等报表上转为实地体
验， 让我们对于公司的经营
发展更有底， 也有助于我们
选股投资。”持有友阿股份的
投资者余栋梁认为， 走进上
市公司对于投资者理解何为
价值投资有重要作用。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机
构投资者表示， 投资一家上
市公司往往就是投资这个公
司的管理团队，“与上市公司
高管团队直接面对面交流，

可以降低我们投资的风险。”

深交所：
引导投资者理性投资

对于此次“认识你的股东·走
进上市公司”活动来到湖南，深交
所投资者教育中心有关负责人
表示， 个人投资者在了解上市公
司信息的渠道和手段方面少于机
构投资者， 如2012年深交所个人
投资者实地调研上市公司的次数
仅290次， 远低于机构的15346
次。“通过走进上市公司， 可以为
投资者与上市公司之间搭建沟通
交流平台， 直观把握公司核心竞
争力，充分获取公司经营信息，从
而增强风险意识， 理性合规投
资。” ■记者 李庆钢 黄利飞

本报讯 4月18日，中国雅虎
邮箱站发布公告称，雅虎邮箱将
于8月19日停止服务， 并提供了
两种迁移方案。用户可以注册阿
里云邮箱来保存中国雅虎邮箱
中的历史邮件， 直到2014年12
月31日。 如果在8月19日之前，

没有进行上述操作，原中国雅虎
邮箱中的邮件及联系人都将被
删除且无法恢复。此外，用户也
可以直接迁移至雅虎美国的邮
箱服务或任何第三方电子邮件
服务商。

■记者 杨田风 罗浩

雅虎邮箱将停止服务

本报讯 4月18日， 记者了解
到， 建行湖南省分行给予长沙市
15个重点项目和企业535亿元的
综合授信服务， 其中包括长沙城
建投开发公司、 湖南城际铁路有

限公司、 长沙先导投资控股公
司、湖南机场集团公司、红星事
业集团公司等。

■记者 侯小娟
通讯员 谭建衡 付金花

长沙15个项目获授信

自2013年“竞彩普及日”开
展以来， 竞彩销量连创新高，4月
第一周刚创造的日、 周销量纪录
在上周再次被刷新。

据统计，4月8日-14日期间，
竞彩总销量达到6.35亿，刷新4月
第一周创造的6.20亿元单周销量

纪录。 此外，4月14日单日销量
1.44亿元，刷新了4月7日创造的
1.38亿元的单日最高销量纪录。
竞猜型体育彩票（含竞彩、传统
足彩、北京单场）上周整体销量
达到8.86亿元， 创造了新的单周
销量纪录。 ■冯雪

竞彩周销量连超6亿

4月17日，台湾贸易中心在长
沙举行了说明会， 推销大陆企业
赴台办理会议及奖旅活动。 目前
已开放13个大陆赴台自由行城

市，未来将增加5到10个，长沙可
望跻身其中。届时，长沙人赴台
旅游及办理企业奖旅活动也将
更为便利。 ■王小英

长沙人赴台旅游将更便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