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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消费

近日《爸爸去哪儿》 热播，“奶
爸＋萌娃” 的旅行故事看点十足，节
目中各色各样的亲子装扮也备受消
费者追捧。长沙的各大商场里有不少
知名成衣品牌趁热打铁推出亲子装
商品，挖空心思要赶这股“亲子消费”
热潮。

不过， 与电视节目中的父子装、
父女装不同，商场里热销的亲子装多
由成人女装品牌推出。11月19日，记
者在五一商圈的各大商场走访后发
现，欧时力、谜底、lalabobo等众多女
装成衣品牌都开始“试水”迷你版童
装。与专业童装品牌不同的是，这些Q
版童装都是女装款式的缩小版，从服
装的款式到用料，完全按照成衣比例
进行缩小。 “入冬以后新款都卖得不
错。”这些专柜的导购员纷纷表示，近
来亲子装很畅销。

值得一提的是，他们口中卖得不
错的这类亲子装价格可不便宜。以欧
时力品牌羽绒服为例，成人版售价为
1599元，童装版1099元；lalabobo的
成人款外套售价1599元， 同款童装
马甲售价899元……相比专业童装
品牌2013冬季款式羽绒服600元至
700元，背心300元左右的价格，这些
打着亲子装概念的童装价格着实不
太可爱。

“逛街的时候， 我和孩子穿着同
款服饰总能引起不少关注，孩子本身
也很开心。” 经营一家面馆的罗女士
是个年轻妈妈，是成衣品牌亲子装的
忠实消费者，她觉得和女儿一起“卖
萌”非常快乐。

有专家指出，年轻的父母们不会
介意多花点银子给孩子置衣。而孩子
的衣物一般由母亲负责选购，因此目
前市场上推出亲子装概念服饰的成
衣品牌大多为女装品牌。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朱蓉

! 提醒

… 专家观点

创新，是冰箱行业发展和进步
的不竭动力。

从单门到多门，从直冷冰箱到
风冷冰箱，作为连续五年蝉联全球
冰箱行业第一的品牌，海尔的每一
项创新都是一次科技的革命，不断
地推动着行业发展和产业升级。

近日 ， 海尔首推第三类冰
箱———匀冷冰箱，带领全球冰箱行
业进入了匀冷新时代。

据了解， 冰箱制冷不均匀、易
结霜、食物易风干、空间小等情况
一直以来都是令冰箱使用者头疼的
主要问题。 传统冰箱多以直冷和风
冷为主， 直冷技术因为蒸发器隔板
直接与内部水汽接触， 容易导致结
霜现象；风冷技术除霜效果较好，但
成本较高。匀冷冰箱的诞生，从根本
上为消费者解决了上述难题。

匀冷冰箱之所以能够在冰箱
内部均匀制冷，与海尔全球首创的
匀冷技术密不可分。全隐藏蒸发器
设计，能够给用户创造更宽大的储
存环境，独创的鲜循环动态保湿技
术，让食物更加新鲜健康美味。

许多消费者认为，冰箱保湿效
果差是造成食物营养流失的主要
因素，对此，匀冷冰箱给出了最佳
解决方案。海尔独创鲜循环动态保
湿技术可根据冷藏室空间的干、湿
度进行适当加湿，在涵养蔬果水分
的基础上，留住食物的营养成分。

有关专家认为， 全球第三类冰
箱的诞生， 突破传统冰箱制冷不均
匀和动态锁水保湿等问题的技术壁
垒，开创了冰箱“匀冷保湿”新时代。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杨迪

成人服饰打亲子牌，“卖萌”有点贵
海尔首创第三类冰箱
开创匀冷新时代

某童装行业资深人士认为，亲子装并非孩子和家长穿
着统一颜色和款式这种狭窄的范围，在某些元素上进行呼
应和强调，如相同的图案、相同的配饰或者其他标志性元
素都能够灵活处理为亲子装概念。

湖南商学院市场营销系主任尹元元教授则指出，成衣
品牌做亲子装目前较为谨慎，从少数款式开始试探市场反
应，与运动品牌大规模推出童装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一个
是进军全新行业，一个是开发款式的附加价值”。他认为，
这种经营模式能否成功，主要在于商家款式的选择和未来
消费者消费观念的改变上。

一模一样的用料，一模一样的款式，亲子版童装虽然很
“萌”很吸引人，但并不是所有款式都适合给孩子穿。

服装业资深人士提醒，成人服装中拉链、铆钉等装饰较
多的款式并不适合孩子穿着， 容易对孩子造成伤害，“由于
孩子天生的好奇心理，喜欢拉拉拽拽，一些零部件如果钉固
不牢，被误食或者把孩子的手划伤也是极有可能的。”

另外，过于修身的款式也要谨慎购买。

不是所有款式
都适合“亲子”

亲子装需走出
狭隘概念

湘 B5B239 湘 F8D646 湘 AC171
学 湘 E99115 湘 AQS108 黑
BX3194的车主：

因你驾驶车辆从事非法运营，
被我局依法查扣，至今逾期未来我
单位接受处理，我局现己作出解除
行政强制措施决定，请你于公告当
日起三个工作日内到我单位领取
《解除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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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 11月 20日

公 告

湘 A7Q150 的 魏 岳 青 ， 湘
FE7661 的车主， 湘 C6F381 的
程坤、湘 AT2346的卢银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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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局现己作出
行政处罚决定，请你于公告当日
起三个工作日内到我单位领取
《长沙市交通行政执法局行政处
罚事前告知书》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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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 11月 20日

公 告

受法院委托，定于 2013年 12 月
9 日 10 时在湖南省联合产权交
易所依法按现状公开拍卖长沙
市开福区湘江北路三段 1200 号
北辰三角洲奥城 7 栋 1903 号住
宅用房。 建筑面积约 134.86m2，
起拍价 96.28 万元。 标的展示、
咨询、报名和保证金（10 万元）
到账时间截止至 2013 年 12 月
4 日 17 时， 竞买人凭付款凭证
及有效证件办理竞买登记手续。
联系人：13908472138 邓先生，
15074836373万女士。
详见 www.hnaee.com

www.rmfysszc.gov.cn
湖南大为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

杨勇，430724198704093918身份
证遗失，声明作废。

唐海亮遗失望城县乌山镇大农村
胡家村组的权证号为 00023689
的房屋产权证，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日顺钢铁贸易有限公司经
公司股东会议决定注销，请各
债权人自本公告 45日内向本公
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地址:长
沙市天心区大托镇披塘村湖南
钢材大市场门面 1-18栋 110房
联系人:熊孟宏 电话:13974800635

注销公告

长沙桓宇数码产品有限公司于
2013年 11 月 12 日股东会决定解
散公司 ,并于同日成立了公司
清算组。 为保护本公司债权人
的合法权益 ,请各债权人自本
公告见报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
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清算组地
址:长沙市芙蓉区解放东路 89
号天心电子世界 B 栋 9011 号。
联系人:赵海荔 电话 84197333

注销公告

贺金兰，我公司根据 2010 年 4 月
30 日的《货运交易市场招待所
承 包 协 议》及（2013）雨 民 初
字第 2070 号民事判决书限定你
于 2013 年 11 月 30 日前将柒万
元租金一次性付至我公司，否则
本公司依《合同法》的规定，于
2013年 12月 1日解除与你的承
包协议，并追究你给我公司所造
成的一切损失。 特此公告！

长沙市建通物流有限公司

解除合同通知

根据公司股东会议决定，本公
司决定注销，为保护债权人的
合法权益，请债权人自本公告
登报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司
清算组以书面形式申报债权。
清算组地址：长沙市雨花区湘
府东路二段 459号梦和商业广
场四楼，联系人：荆蓉
联系电话：13975112796

湖南梦和酒业有限公司

注销公告常宁市八宝旅游产品开发有限
公司经股东会决议注销，请各
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地址：湖南省常宁市公园东路 4号
联系人：廖军 电话：13875721577

注销公告

受委托， 我们定于 2013 年 12 月 19 日上午 9 时 38 分在邵阳市产
权交易中心交易大厅依法对下述标的公开竞价转让， 现将有关事
宜公告如下：一、标的物的基本情况：1.原邵阳市锅厂位于邵阳市双
清区邵水东路的一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构筑物。
土地面积 5919.11m2，土地用途为居住用地兼容商业，容积率﹤1.5。
2.原邵阳市锅厂临涂家冲综合楼 14 间门面，建筑面积 492.74m2。
3. 原邵阳市锅厂临涂家冲 6 间门面（门面 5 间， 通道 1 间可做门
面），建筑面积 235.78m2。4. 原邵阳市锅厂临邵水东路 6间门面，建
筑面积 293.76m2。 5. 原邵阳市锅厂临邵水东路转角楼 1层、2层、3
层部分房屋。 1层建筑面积 264.85m2，2层建筑面积 332.13m2，3层
建筑面积 636.03m2。上述资产按现状整体拍卖转让，交易保证金为
3000万元。 2013年 12月 18日下午 17时前交3000万元，具体详

情请参见《竞买文件》。 二、意向受让人请于公告之日起至上述交易
保证金缴纳的截止时间前将规定数额的交易保证金汇入到邵阳市
产权交易中心指定银行账户， 并于 2013 年 12 月 18 日下午 17 时
前持交款凭证及有效身份证、照，到本次拍卖转让联合办公地点邵
阳市产权交易中心办理竞买报名手续。 交易保证金以上述规定的
时间前到账为有效。 三、即日起展示标的，并接受报名（节假日不
休），详情请与我们联系。 邵阳市产权交易中心地址：邵阳市红旗路
355号中国银行宝西支行二楼
联系电话：0739-2277622 13349695595 13975939996 (交易中心）
13337397033（拍卖公司）
转让方：13707399079
监督电话：0739-5361976(市国资委）
0739-5430955(市商务局）

原邵阳市锅厂资产公开转让公告

邵阳市国土资源交易中心
邵 阳 市 产 权 交 易 中 心
邵阳市阳光拍卖有限公司
湖南通程拍卖有限公司
2013年 11月 20日

郑重提示：本栏信息不作法律依据，交往请慎
重 ， 谨 防 受 骗 ， 切 勿 盲 目 经 济 往 来

联谊 交友
公告声明

金海教育集团（长沙金海中学、
望城金海双语实验学校、宁乡金
海中学）诚聘优秀教师。
网址： http://cs.hnjhzx.com.cn
电话：0731-87878908,13467661138

招师公告

转租 出售

厂房仓库宾馆招租
武广东黄兴镇政府旁,2 万平
方米 ,框架结构 ,手续齐全。
13508486080李,13908459448周

广本三万、现代二万、面的六千。 15073190325
急 转 高收建筑、厂房、金属、设备

电缆、电线、电机等 13607480245

一定发84478678

A级诚信单位
搬家移空调 招司机搬运工

特价搬家 拆装空调永发84712408
85653588

搬家 回收

财运来特价搬家 拆装空调
85594898
搬家行业诚信经营单位

刘亚飞，男，
76 岁，自叙
开福区人，
身 高 165，
无明显面部
特征， 因患
病由开福区
救助站送长

沙市八医院治疗， 经反复查
询无该人户籍。 现于 2013年
10 月 27 日抢救无效死亡，现
发布认尸启事， 望其家属和
知情人在登报之日起 7 日内
速与我站联系。 逾期我们将
按有关规定处理。
电话：0731-84155110

长沙市救助管理站
2013年 11月 20日

认尸启事

真心成家女 33 岁丧偶多年温柔贤
惠漂亮，自营生意多年收入稳定，
诚觅体健重情男为夫，贫富不限，
有孩视亲生 13480880873本人亲谈

本人征婚：男 47岁丧偶为人随和
重感情，经商经济优，诚寻贤惠
顾家孝顺女为伴，其它不限，有
孩视亲生 15107558470 本人亲谈

个人征婚：女 38 岁丧偶独居端庄
贤惠，自营生意多年，诚觅重情
有责任心男为伴，贫富地区不限，
有孩视亲生 13570817053本人接听

湖南安邦制药有限公司遗失增
值税票，代码 4300132140 的票
号 00483924、0048780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高先生 13707487750

典当公司转让

范翔遗失户口簿主页， 身份证号码
430111198304132119声明作废。

男 54岁丧偶退伍军人经商经济
优向往温馨的家庭生活诚寻重
情体贴女士相依相伴本人亲谈

本人征婚 13510733719

男 54岁丧偶退伍军人正直责任
心强经商经济优现诚寻一位爱
惜家庭女士为妻可带老人小孩

本人征婚 13632728372

湘 AT9783 的 王 家 明 、 湘
ALY795 的刘伏科、 发动机号
为 133590的车主江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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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局现己作
出行政处罚决定， 请你于公告
当日起三个工作日内到我单位
领取《长沙市交通行政执法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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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 11月 20日

公 告

周曼云坐落于岳麓区望月湖 5片
009栋 406的房屋产权证遗失，
权证号码 00543108，声明作废。

易桂菊坐落于芙蓉区湘邮巷 12
号东星家园 B栋 401号房屋产
权证遗失，权证号码 711022418，
声明作废。

胡清和坐落岳麓区三汊矶长锌
宿舍 1 片 008 栋 602 房屋产权
证遗失，权证号 00037106，声明作废。

●本人女 46岁丧偶温柔经营
公司独居岁月沧桑饱经风霜寻
真诚真爱男 13728724123亲谈

《家的味道，是你亲手做的菜
肴》男 49岁丧偶经济优独居寻
踏实稳重女共度后半生 13528507601

长沙市芙蓉区丹青刻绘社公章
遗失，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名老中医曾泽勋前列腺门
诊承其祖传秘方用中草药根治
各种前列腺，结石等疾病。

中医根治前列腺疾病

地址：宁乡县人民南路盐业公司旁
电话： 曾医生13755188787

医 疗

遗失声明
长沙市无线通信局职工技术服
务部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雨花分局 2013年 03月 27 日核
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
号:4301111000028,声明作废。

湖南江山广纳食品有限公司遗失
普通发票两张：发票号：01135706、
0113571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余军遗失保险营销员资格证
00201012430000048717声明作废。

孙东菊遗失保险营销员资格证
00201112430000092370声明作废。

刊登
热线 0731-84464801

13875895159
提示：本分类信息不作法律依据，请勿盲目经济往来

“亲子消费” 热潮来
袭，商家扎堆赶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