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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7日消息，苏宁云
商集团在完成全新组织架
构调整后迎来大动作。截
至目前， 线上红孩子母婴
已全面并入苏宁易购平
台。至此，红孩子将全面共
享苏宁仓储物流系统、供
应链管理系统以及会员管
理系统等， 实现线上全面
整合。

据苏宁内部相关人士
透露， 苏宁红孩子在完成
易购的线上整合之后，又
将重拳出击， 全面启动线
下实体店的开店筹备计
划，首家门店预计8月在北
京开业。届时，苏宁红孩子
将围绕苏宁云商双线融合

理念， 推行红孩子线上线
下充分整合。

苏宁收购红孩子后的
一系列大动作业内人士分
析有两方面考量：一方面，
苏宁看好母婴行业在未来
呈现出的持续增长的发展
态势， 母婴项目及线下店
的开展将助推苏宁超电器
化战略实施， 着力打造多
元生态组合的品牌形象。
另一方面，苏宁于今年2月
发布了“店商+电商+零售
服务商”的云商模式，红孩
子双线联动的发展规划也
将迎合进一步推动云上模
式落地。

据了解， 苏宁红孩子

线下体验店+线上频道将
着力打造最值得信赖的育
儿专家形象。将孕期及婴幼
儿家庭服务作为核心。目标
人群从备孕群体、孕妇家庭
覆盖到0-6岁的婴童及家
庭。线下体验店在功能上更
加注重妈妈们的育儿经验
交流，并设置儿童互动体验
空间， 提供育儿全阶段、全
系列性的产品和服务。同
时，消费者还可以通过APP
移动终端在线选购红孩子
的更多商品。苏宁红孩子线
下体验店将为消费者着力
打造集试用体验， 亲子互
动、早教中心于一体的一站
式购物体验。

据悉， 本周六在湖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17楼学术报告厅，上海中医药大学宋红普
教授将针对不同肿瘤的饮食禁忌和饮食方法
作现场阐释。

权威机构指出， 肿瘤的发生40%左右都
归因于吃！ 饮食对肿瘤的发生发展起着决定
性作用。有的人患上肿瘤，道听途说，完全忌
口，结果营养跟不上需求。有的人，超剂量地
食用一些所谓的抗癌食物，结果得不偿失。殊
不知，不同类型的肿瘤，是有不同的饮食类型
和方式。

很多患者常常纠结于： 吃什么癌标易
升高？乳腺癌可以吃豆制品吗？蛋白粉可以
吃吗？吃鸡还是吃鸭好？蜂胶、阿胶可以服用
吗？人参吃了真的好？虫草可以服用吗？什么
是发物？ 肺癌和肝癌的饮食禁忌是一样的
吗？ 宋教授将在现场一一为读者进行解答，
并介绍肺癌、乳腺癌、胃癌、肝癌等等不同癌
症的饮食误区，为肿瘤患者进行针对性的饮
食指导。

宋红普， 上海中医药大学副教授， 2006

年回国，曾在日本任汉方医学专员。是我国为
数不多的专业从事肿瘤患者饮食研究的专家
之一。师从著名肿瘤专家何裕民。

何裕民教授是我国著名肿瘤专家， 零毒
抑瘤创始人，世界杰出华人奖获得者。各媒体
曾多次报道了何裕民教授对于肿瘤的治疗观
念。据笔者了解，目前长沙工作室正在和何裕
民教授本人积极协商， 争取近月能邀请到何
裕民教授亲到长沙门诊。

讲座现场免费为读者赠送各类康复资料
时间： 4月20日周六上午9点
地点：湖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17楼学

术厅，湖南日报社站或松桂园站下车
热线：0731-85568758

走访市内主要的空调
销售卖场， 我们遇到了正
在购买志高空调的何先
生， 他告诉笔者:“由于近
日的雾霾天气很严重，父
亲饱受慢性支气管炎的困
扰， 所以就买这台可以有
效去除PM2.5的‘三超王’
回去孝敬他”。

来自中国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的专家对于三超王
除PM2.5系这样推荐，“这
款产品的特点在于它拥
有一款‘秘密武器’，机器
本身特设的‘管式高效等
离子体’装置，通过高压电
离的作用来消灭烟尘灰
霾，看得见、摸得着的独创

装备， 是一款真正意义上
的除PM2.5空调”。经中国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权威机
构检测： 志高三超王除
PM2.5空调，60分钟内，室
内PM2.5颗粒物净化率达
98.64%，烟尘细菌等颗粒
物（PM10）平均去除率达
93.4%， 功力之深岂非过
滤网这般等闲之辈可以与
之相媲美？

刚刚购置了新房的周
小姐， 面对着南方频繁出
现的强对流天气显然有些
头疼。 价格不菲的实木家
具膨胀发霉，怎么办？朋友
向她推荐了具有30秒急
冷、 两分钟暖房功能的志

高“海洋之心”空调。
更重要的是， 该款空

调作为志高节能王系列，
运行达到1级能效， 待机
功率低至1瓦， 该机还拥
有国际知名品牌高效压缩
机和电机系统， 以及高金
镀蒸发器，效率更高，制温
效率大幅度提高。 通过完
美的大风量风道系统，实
现为居室快速降温、 扫除
湿气的效果

志高三超王，去除PM2.5有绝招

苏宁红孩子迎来大动作 8月实体店有望落子北京 周六免费听讲座———生了肿瘤怎么吃？不同肿瘤
的饮食禁忌？

受法院委托， 定于2013年5月21日15时在湖南省联合
产权交易所依法按现状公开拍卖下述标的，现公告如下：

一、标的一：长沙市雨花区韶山北路482号三重大厦2201
号房产，权证号码为：00356411，产权面积155.92㎡，评估价为
人民币112.78万元，起拍价112.78万元，竞买保证金10万元。

标的二：长沙市芙蓉区远大一路847号山水华景家苑北
栋1504号房屋，权证号码为：711145638，产权面积62.7㎡，
评估价为人民币38.37万元，起拍价38.37万元，竞买保证金
5万元。

标的三：帕菲克健身俱乐部内的健身器械材一批，评估
价为人民币14.35万元，起拍价14.35万元，竞买保证金2万元。

二、拍卖标的自公告之日起至2013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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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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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的一已出租作为办公室使用。
省高院监督电话：0731-82206302
委托法院监督电话：0731-85890377��（标的一）

0731-85881450��（标的二、标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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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31-84178668,18675989500�汪女士
有意竞买者到湖南省拍卖公司或湖南省联合产权交易所咨询。
联系电话：袁女士 0731-85504142
详见人民法院诉讼资产网www.rmfysszc.gov.cn
省联交所网站www.hnaee.com

湖南省拍卖公司
2013年4月19日

拍 卖 公 告

经历了7个交易日下跌之
后，银行板块4月18日终于勉强
收出一根小阳线。 在这轮下跌
中，交行、华夏和中行再度“破
净”。此外，几乎所有的银行股
在3月28日跳空下跌后，均被89
日均线所压制，至今未能翻身。

所谓“一分钱难倒英雄
汉”， 虽然银行并不是缺钱的
主，但近期几乎所有的银行股，
却被一根均线“压倒”。3月28

日， 受到银监会将整顿银行的
理财产品的消息影响， 银行股
当天集体跳空下跌。截至4月18
日， 银行指数已是连续14个交
易日收阴。在此期间，几乎所有
银行股都跌至89日均线附近或
下方， 而且还导致银行股中再
度出现“破净”个股，农业银行、
中信银行、浦发银行、光大银行
也已接近“破净”边缘。

去年12月份大盘强势反

弹，银行股是“主力军”；今年春
节后大盘掉头向下， 银行股是
“首当其冲”； 而现如今大盘不
断破位、反弹无力，依然是因为
银行股萎靡不振。 银行板块的
走势， 俨然成了大势决定性因
素。

对此， 湖南资深投资人士

吴镇南认为，近期美股、黄金都
出现下跌的情况，必然会有一些
避险资金“东移”，而A股中的银
行股目前的低市盈率、 低估值，
对于外资吸引力依然很强。英大
证券段春超也认同上述观点，
“而银行股目前能否突破89日
均线的压制，关键在于一季报业
绩能否继续增长。 如果符合预
期，那么后市将有很大的突破机
会。” ■记者黄文成

“动物总动员”游戏自2011
年上市以来，以其亲切、自然、
快捷、灵活、趣味性强等特点，
颇受彩友喜爱， 在为大家带来
快乐的同时， 也为社会福利事
业做出了新的贡献。

动物游戏惹人欢喜， 亲近
自然陶醉自己； 二十动物只只
可爱，传递爱心从我做起。

动物游戏惹人欢喜， 鼠虎

蛇羊一三五七；二十动物对应
有号，号号相连都带财气。

动物游戏惹人欢喜，数投
红投尽如人意；各位动物慷慨
回报，新老彩民乐在心里。

动物游戏惹人欢喜， 选二
投注生机四起； 任选连组连直
投注，时常中奖乐坏我你。

动物游戏惹人欢喜， 选三
投注快乐无比； 任选前组动物
垂爱，前直投注兴奋不已。

动物游戏惹人欢喜， 白天黑
夜欢乐到底；理性购彩造福社会，
快乐投注利民利己。 ■禹大勇

“动物总动员”惹人欢喜

周四整体呈现低开高走态势，
沪市上涨 0.17% ， 深 成指 下跌
0.07%，成交量微幅放大。

空方：华讯投资
短期市场弱势格局依旧， 在股

指没有出现明显放量反弹动作前，
技术保持谨慎。

多方：东吴证券
随着经济数据的明朗， 对市场

的负面效应将会逐渐淡化。 我们认
为A股将继续上行，收复2444点指日
可待。 ■实习生杨盼记者黄文成

一根均线
难倒“英雄汉”
银行股被89日均线压制超20日

株洲醴陵市阳三镇粮站
43033038号投注站的彩民玩
“动物总动员”时习惯在同一张
彩票上连投直、 组、 任三组动
物。 如果这张彩票的直选动物
中奖了，即组选、任选兼中；如果
直选未中，还有机会中任选奖，
这种投注方式的特点是投注金
额少、 中奖几率高、 中奖金额
大。 当地彩民把采用这种方式
投注的中奖称为“大满贯”。

据投注站业主介绍，该站

自2012年5月开通“动物总动
员”后，大多数彩民都是采用
这种方式进行投注，而且还擒
获了很多大奖，给站点带来了
旺盛的人气。 ■庶民

有种中奖方式叫“大满贯”

… 牛熊论剑

怒：148万元股票剩955元
从事证券工作的熊某擅自对

客户市值148万元股票操盘， 屡屡
亏损， 最后资金缩水到不足千元。
日前，此案在湘潭公开审理，并将
择期宣判。

■实习生 杨盼 记者 黄文成

52.8%
下跌

40.3%
上涨

6.9%
平行盘整

… 股市表情

股市多空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