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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年中秋节， 又是一个
月圆日。 中秋是中国传统佳节中
最具温情、 最具幸福感的节日之
一。在这一天，亲朋挚友团聚在一
起，赏月吃月饼，其乐融融。这个
中秋，8月28日至9月10日湖南国
美特推中秋“come�on超级低价”

活动，用真诚与您共度团圆佳节，
让这个节日更丰富、更温馨。

据湖南国美总经理郑桂秋介
绍， 本次中秋“come�on超级低
价”活动将持续大促14天，而且中
秋与国庆将保持价格稳定， 如果
出现价格差距可双倍补差， 凭购

物发票还可参与刮刮卡活动，送
福龙金条， 罗莎冰激凌月饼券、
100元现金抵用券等奖品等你来
拿，中奖率高达100%。

即日起至9月10日，来湖南国
美任意门店购买彩电、冰箱、洗衣
机、厨卫、空调等单品，购满1000
元立返100元，上不封顶。套购冰
箱、洗衣机、彩电、空调、厨卫2件

及2件以上不同品类产品，满9888
元送1000元全场任意家电，满
18888元送 2000元全场任意家
电， 满36666元送4000元全场任
意家电（特价机、明示机不参加）。
促销活动开始后， 湖南国美推出
“即买、即送、即安装”服务，让消
费者实现上午买晚上即可使用。

湖南国美在中秋佳节即将到

来之际又推出贴心措施送福消费
者，活动期间，湖南国美疯狂派送
打车红包， 活动期间凡在国美任
一门店购物满500元，凭打车小票
可获得国美额外报销车费， 最高
可报销50元现金， 每位顾客限报
销一次。同时还可参与“中秋超级
黄金周”其他活动。国美继续让利
消费者。

长沙博大泌尿专科医院遗失医
院公章与财务专用章，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县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遗失
财务章及法人饶晗私章各一枚，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奇谋天下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
J551001625880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建设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二分公司不慎遗失中国人民银
行耒阳支行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L5547000021501，
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开福区畅天通讯器材遗
失组织机构代码证正本，代码
号 L6266628-1，特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力峥工程机械有限公司遗
失湖南省国家税务局通用机打
发票的发票联，发票代码 1430
01310338号码 02421642作废

遗失声明

张先锋遗失身份证、驾驶证，证号
430721197103130337。 车牌湘 J9A
809的行驶证，声明作废。

安邦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遗
失交强险保单业务联,流水号 1
300010000140059273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雨花区发辉钢贸经营部
遗失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及
IC卡,代码 L2615658-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潭州教育咨询有限公司遗
失预留在中国银行书院路支行
的法人章(周有贵),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长郡卫星远程学校开出过
期发票 17份,发票代码 2430010
71058,发票号 20726025、2072
6034-20726039、20726054、2
0726055、220726057、207260
65、20726071-20726073、207
26075、20726077、20726079，
声明作废。

作废声明

兹有蒋勇刻制的江苏天宇建筑
工程有限公司丰菊嘉苑项目经
理部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作废声明

湖南海域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财
务专用章遗失，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华景印务有限公司遗失长
沙市工商局开福分局 2013年 6
月 14日核发 430105000070297
营业执照正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经股东会决议，本公司决定注
销，请各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
之日起 45 日内来本公司清算组
以书面形式申报债权，联系人:
谢强 ，电 话 :18573113088， 地
址: 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芙蓉
中路 185号顺天大厦 1503 房 。
长沙冠智美百货贸易有限公司

注销公告

黎岱杰 430523199609187614号
第二代居民身份证遗失，作废。

湘 AT9863 的 车 主 、 湘
FF3837 的车主、 湘 AS6Z22
的车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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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政处罚告知，请你于公告当
日起六十日内到我单位领取
《长沙市交通行政执法局行政
处罚事前告知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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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31-
84694770 联系人：宾文）

长沙市交通行政执法局
2014年 9月 5日

公 告
湘 A6E843 叶和清、湘 A2XS75
田昌达、湘 AG6D29 刘维维、湘
FD6631 徐申保、 湘 A31B68 黄
刚 、 湘 A9TL09 文 正 雄 、 湘
BF1211 曾福林、湘 AMR622 余
贵平、 湘 A0DY88 当事人、湘
E1X061 李江、 湘 FF7301 李胜
强 、 湘 AGJ210 罗 雄 、 湘
AAM741 舒易荣、 湘 AUA442
刘东亮、湘 J37327杨建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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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局现已作出第二次
《行政强制执行催告书》、《行政
强制执行决定书》， 请你于公告
当日起六十日内到我单位领取
《行政强制执行催告书》、《行政
强制执行决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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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31-
84694770 联系人：宾文）

长沙市交通行政执法局
2014年 9月 5日

公 告
李小龙遗失长沙集体户口卡，身份证
号 32030519840910127X声明作废。

公告声明

受委托,定于 2014年 10月 14日 9时在湖南省公共资源拍卖中心
有限公司按现状对下列标的先整体后拆分的方式公开拍卖：
1、位于湖南省攸县城关镇永佳村、江桥村交界处（临攸洲大道北
路）的 8836m2 国有土地使用权【攸国用（2010）第 A0137 号】，该土
地目前状况为：五通一平、住宅用地、规划容积率 5.161、建筑密度
36.52%、绿地率 20%；评估价/起拍价 2396.3232 万元，竞买保证
金 100 万元。 2、 攸县丽水山庄锦绣街 A10 栋 101-155 号 55 个
商铺， 建筑总面积 9877.1m2，（其中最大面积 260.48m2， 最小
26.64m2 详见测绘报告），评估单价：3930 元/m2，整体评估价/起拍
价 3881.003 万元，竞买保证金 200 万元；单个商铺竞买保证金 5

万元。两标的整体评估价/起拍价 6277.3262万元，竞买保证金 300
万元。标的即日起开始展示。请有意竞买者在 2014年 10月 12日
16 时前将保证金缴至（户名：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
人民法院， 开户行： 中国农业银行湘西分行， 账号：18 -
830101040003735）。 凭银行回单及有效证照在 2014 年 10 月 13
日 9-17 时前到长沙芙蓉中路一段 466 号海东青大厦 A 座 2907
号办理竞买登记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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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按本公告的规定缴纳保证金，办理竞买登
记，参加拍卖会，逾期视为放弃相关权利。
咨询电话：李先生 13755167528、0731-84312599

湖南鑫盛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拍 卖 公 告

张国军遗失身份证，证号：
430122197708250634，声明作废

被保险人:胡泽文车牌号:
LSC19286交强险标志流水号:
QJAS1404754947遗失，声明作废。

陈小来，430102197706033710
身份证遗失，声明作废。

湖南星多普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遗失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芙蓉分局 2011 年 11 月 30 日核
发的注册号为 430102000145633
的营业执照(2-2)S副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姚侠遗失湘 AY0V09车辆购置
税完税证明的正本，编号为
1443042049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建远工业废油回收有限公
司遗失由长沙市工商局芙蓉分
局 2013 年 1 月 31 日核发的工
商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43
0102000030435(2-2)S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郑重提示：本栏信息不作法律依据，请慎重核对对方身份、资信，切勿盲目经济往来

华声在线同步发布报纸发行全省 网上发布全国 一个电话 立刻上门

广告洽谈 QQ：2953974391
50元/行起 每行按 13个 6号字计8446480113875895159广告洽谈热线：

中秋买家电 国美送“罗莎冰激凌月饼”
经济信息

【起因】
众多油企瞄准非转基因市场

事实上， 随着人们对食品安全的重视，
非转基因油开始成为众多食用油企业竞争
的主要战场。

除了恒大剑指非转基因外，益海嘉里粮
油、中粮、西王等纷纷开始着重推广非转基
因食用油。

值得注意的是，非转基因食用油的概念
并不是最近提出的。1991年中国第一瓶金
龙鱼小包装油面世， 该油就是非转基因的。
而湖南作为食用油生产大省，其主要几个品
牌盈成、 道道全均早在2004年就开始提出
“非转基因”的概念。

“非转基因， 将是接下来食用油领域的
主要竞争地。” 在湖南巴陵油脂有限公司市
场部相关负责人朱平化看来，区分转基因和
非转基因产品其实是为了适应市场多元化
的发展，为消费者提供更多选择，而现在越
来越多的企业开始盯紧这个市场，这个市场
的竞争将会愈发激烈。

食用油市场激战非转基因

“虽然转基因的危
害一直没被证实， 但大
家显然更相信已经被证
实了无害的非转基因食
用油。”湖南盈成油脂工
业有限公司总裁陈光辉
表示， 目前的食用油企
业争先推出非转基因
油， 正是捕捉到消费者
的这一心理。

在朱平化看来，目
前食用油企业将竞争的

重点放在非转基因上
面， 也是消费者需求导
致的。“如今的消费者普
遍青睐非转基因食用
油， 企业自然就会提供
更多品种供其选择。”

金龙鱼湖南区相关
负责人表示， 金龙鱼仅
非转基因食用油就提供
了23种产品， 品类为目
前最齐全的， 在这场战
役中占据主动地位。

如何挑选食用油

陈光辉表示， 消费者除
了选购非转基因的食用油
外， 还要选择值得信赖的品
牌。

同时，在价格上，要理性
地选择价格适中的产品。他
透露：“便宜的一定有问题，
因为非转基因食用油的成本
要比转基因食用油的成本高
一倍”。

【调查】
非转基因油占市场主流

油企动作频频， 市场上
也可窥见一斑。

9月3日， 三湘都市报记
者走访长沙多家商超后发
现， 在大大小小的卖场中，非
转基因食用油都被摆在食用
油区的显眼位置。

在新一佳超市华夏店，
记者注意到，金龙鱼纯香菜
籽油、盈成非转基因醇香菜
籽油、金浩茶油等非转基因
食用油被摆放在显要位置。
这些食用油的共同特点是，
“非转基因” 的标注字样被
印在油壶正面的最显眼位
置 ， 高调证实自己的“身
份”。

“这些非转基因的油都
卖得挺好， 虽然它们在售价
上比转基因食用油的价格要
高， 但大部分消费者还是会
选择非转基因的。”该超市一
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今年
以来， 非转基因食用油的销
量明显上涨，在食用油专区，
非转基因产品几乎占据了半
壁江山。

“我不清楚食用油中转
基因和非转基因的区别，但
是自从食用油开始有转基因
标识之后， 开始留意这些标
识， 现在买非转基因的食用
油多一些。”一位正在挑选食
用油的张阿姨告诉记者。

食用油市场激战正酣。
8月28日， 一向大手笔

的恒大宣布进入粮油行业，
明确打出“拒绝转基因”的概
念。

恒大的此次跨界， 搅动
了本不平静的食用油“春
水”。一场围绕“非转基因”的
食用油战争正在打响。

■记者 刘玲玲

商业分析
消费者需求是导向

小贴士

超市里的非转基因食用油摆在显眼位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