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福利

找便宜

华声商业
2014.9.5��星期五 编辑 谭斯亮 图编 李梓延 美编 陆薇 校对 苏亮

A21�-�A22

�������我所受湖南湘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委托，发布长沙中电
软件园有限公司 31%股权转让公告。

一、标的基本情况
长沙中电软件园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9 年 5 月 5 日，住所

为长沙高新开发区尖山路 39 号，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5000 万元整，公司股权结构为：长城信息产业股份有限公司
持有 39%股权，湖南湘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31%股权，长
沙软件园有限公司持有 30%股权。 公司经营范围：中电软件园
区的土地、房产开发、经营和综合管理服务，信息技术及相关
产品、新能源的研究、开发和相关技术咨询服务，计算机软件
和硬件、通讯设备（不含卫星广播电视接、发、收设施）、微电子
产品的研究、开发、生产、销售及相关的技术服务，计算机系统
集成服务，弱电工程的设计、安装服务，高新技术成果产业化
项目的投资，会展服务，中电软件园内的商务、投融资、技术创
新服务。（需许可证、资质证的项目取得相应的有效许可证、资
质证后方可经营）。

根据开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开元评报字 [2014]

1-034号评估报告，以 2014年 3月 31日评估基准日，长沙中电
软件园有限公司经评估的主要财务指标数据为资产总计人民
币 88,631.93 万元，负债总计人民币 69,980.03 万元，净资产为
人民币 18,651.90万元。 目前，湖南湘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拟将
所持长沙中电软件园有限公司 31%股权进行转让，转让行为已
形成内部决议并经湖南省国资委批准。评估报告结果已经湖南
省国资委备案。

二、挂牌价格：人民币 5782.09万元。
三、联系方式：王女士 0731-84178669���唐女士 0731-84178680

�������四、公告期限:自 2014 年 9 月 5 日起至 2014 年 10 月 9 日
17:30时整止。 如在本公告期限内征集到两个及以上符合条件
的意向受让方,则采取网络竞价——— 一次报价的交易方式确定
受让方。

五、其他需披露的事项、交易条件与受让方资格条件等详
细信息请登录湖南省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www.hnaee.com�。

湖南省联合产权交易所
2014年 9月 5日

长沙中电软件园有限公司 31%股权转让公告

“洗衣机需要经常清洗，可是彻
底清洁一次却不便宜。”周末，海尔
洗衣机免费清洗活动到达上海爱建
园小区。市民王女士告诉笔者，她之
前找人拆机清洗一次洗衣机花了260
块钱，如果一年做一次拆机洗，洗四
次就能再买一台差不多的洗衣机。

上午， 笔者跟随海尔洗衣机的
师傅来到王女士家里。 只见师傅简

单几下就取下了洗衣机的过滤网。
由于平时就有清洁的习惯， 王女士
家中的洗衣机过滤槽及洗衣机桶壁
都比较平滑干净，仅有少量的毛屑，
不需要做深层次清洁。接着，师傅为
洗衣机倒入专用的洗涤剂， 并叮嘱
王女士浸泡4小时后排水即可。

王女士告诉记者， 自己是通过
报纸了解到洗衣机有“二次污染”的
问题， 此后每年她都会找专人拆机
清洗一次， 春夏季是霉菌滋生的高
峰期， 她还会自己买清洗剂对洗衣

机进行清洁。“洗衣机用一段时间，
我就怕衣服洗不干净， 已经养成清
洁的习惯了。 不过自己清洁洗衣机
确实很麻烦， 如果能有台自动清洁
的洗衣机就方便了。”

在活动现场，笔者也注意到，像
王女士这样细心的住户并不常见。
小区大部分住户表示洗衣机从未清
洗过， 更有住户不知道可以自行拆
卸洗衣机过滤网进行简单的清洗，
从而更加重了衣物的污染。对此，海
尔师傅也提醒到， 洗衣机保养最好

像王女士这样， 每三个月用清洁剂
泡一泡， 隔1年左右对洗衣机做一
次拆机清洁，减少洗衣机细菌滋生。

笔者在此也提醒市民千万不能
小看洗衣机内的细菌污染问题。上
海疾控中心对128台使用半年以上
的洗衣机微生物污染状况进行检测
显示，细菌超标率达81.3％，霉菌检
出率达60.2％， 总大肠菌群检出率
更是高达100％， 三项指标同时超
标。并且，中华预防医学会发布的洗
衣机内部滋生霉菌问题的报告也显
示，在使用期超过半年的洗衣机中，
有60.2％机内都能检出霉菌， 危害
人体健康

针对让市民头疼的洗衣机难清
洁的问题， 记者也从海尔洗衣机工
作人员处了解到， 海尔早就关注到
洗衣机用户在这方面的需求，已经
研发成功一款“免清洗”洗衣机，在
长沙各大家电卖场已开锣预售啦。
这款“免清洗”洗衣机，运用物理方
式，通过全新的洗涤结构和智能洗
涤技术，在洗涤和漂洗时都能对内
外桶壁进行清洁。换句话说，有了这
样的清洗方案， 洗衣机每次在洗衣
服的过程中， 就能为自己“洗一次
澡”，也就从根本上解决了污垢堆积
的难题。

海尔洗衣机免费上门清洗进社区
拆机清洗4次花掉一台洗衣机的钱

经济信息

友谊商店
9月6日至10日，会员2倍积分，国际名品3

倍积分；9月5日至30日，在宝姿购物满3000元
即可得50ml香水一瓶。

运达美美
9月5日， 商场于运达国际广场写字楼31

楼进行“中秋限量特卖会”，LANUAN、Spon-
tini、DKNY等5大品牌全场1折起。

人民路友阿百货
即日起，大牌名品特卖，华斯度特卖商品

2折； 卡尔丹顿特卖商品3至4折。9月6日至10
日，友阿会员购物双倍积分。

长沙开福万达广场
9月6日至9月8日，在万达广场、万达百货

当日单笔消费满188元即可参加幸运刮奖，有
机会获得金条、罗莎冰淇淋月饼券等奖品。

新世界百货
即日起至9月8日， 当日消费满100元送

120元（100元新百券+20元特权券），再满1280
元送100元美食券。

喜盈门·范城
即日起至9月8日， 购物中心服饰类指定

商铺当日累计消费实付满299元可参与“砸金
蛋·赢豪奖”，赢取iPhone6、iPad�mini等奖品。

格力
9月12日到14日，3匹i酷太空舱高端变频

柜机标价11099元，活动特价仅为7999元；2匹
T迪柜机标价6510元，活动特价仅为4999元。

国美电器
9月6日至9月8日，夏普、索尼、三星3s样

机4.5折起； 索尼样机大清仓，46吋样机低至
1500元起；购8000元以上彩电送32吋彩电。

苏宁
9月5日至8日， 至门店购彩电、 冰洗、空

调、厨卫有满赠活动。此外，长虹32吋新品彩
电1299元，三星48吋4K超高清彩电4999元等。

友阿电器
9月6日至8日，彩电7折起、空调7折起、冰

洗7折起、小家电5折起、数码手机7折起、厨卫
电器4折起。 ■记者 朱蓉 杨迪

快给你的梳妆台“换季”
长沙多家商场推出化妆品节，新品多折扣更多

即日起至9月15日，三湘都市报将联合长沙网购物频道与法国希思黎品牌共同带来“秀
大牌，赢小样”的福利！读者可登录长沙网购物频道，或扫描二维码寻找活动帖，参与该项活
动，规则为晒出你最贵的护肤品，如果不能以单价取胜，也欢迎多个产品单价叠加，以内地
专柜售价为准。

活动结束后，本报将选出晒出护肤品金额前十名的读者，获得希思黎自1980年推出后
便广受好评至今的明星产品全能乳液小样一份，该产品使用不分年龄阶段，能够为肌肤提
供秋季修护与防护，奖品价值60元。

大牌护肤品免费拿

进入9月， 又到了不少
女性整理自己梳妆台的好
时候。为了在今年秋季化妆
品市场上抢得先机，不少大
牌纷纷赶在8月底、9月初入
驻商场，一众新品也争先恐
后地上了货架。

此外，星城多家商场也
趁热打铁，打上擂台，纷纷
推出买赠等十分诱人的秋
季化妆品节活动，在干燥的
秋冬季节来临前，赶紧选购
属于自己的护肤品吧！

开柜多，新品多

8月底至9月初，进入了
各护肤品品牌在长沙争夺
“战略要地”的关键时期。

8月31日， 碧欧泉全国
首家旗舰店在长沙开福万
达广场开幕，除了带来全国
最大的专柜外，还一同带来
了品牌2款新品。

就在几天前，LVMH集
团旗下fresh以及YSL圣罗
兰都将自家在湖南的首家
专柜选在了平和堂五一店，
引起了不少粉丝的追捧。

8月15日， 法国希思黎
将自己在长沙地区的第4家
专柜选址在了袁家岭友谊
商店B座1楼， 并带来了新

品夜间修护精华。
此外，8月还有雅诗兰

黛集团旗下悦木之源在长
沙王府井百货开出该品牌
的第6家旗舰店。

买赠优惠也很多

新品扎堆上市之外，本周
起，星城的“秋季化妆品节”也
在各大百货商场之间打响。

最先开始行动的是袁
家岭友谊商店，活动从即日
起一直持续到9月10日，商
场推出“品牌日5倍积分，3
档加赠”的活动。

同时“参战”的还有平
和堂，启动了省内各大分店
的联合化妆品节。 除了3倍
积分外，活动期间在化妆品

柜台任意消费的会员，凭商
场美容节DM单上的幸运
编号还有机会获得Dior香
水一瓶。

比前两家商场的活动期
延迟4天，开福万达广场与王
府井百货的“秋季化妆品节”
将一直到9月14日结束。

其中，王府井百货采取
购买预售券形式 ， 现金
1000元可购买1200元化妆
品，5000元可购买6200元
护肤品，全店会员3倍积分，
9月8日重点品牌5倍积分。

万达广场的折扣约等于
8.5折， 消费满850元抵1000
元， 满2000元抵2500元，品
牌日5倍积分，另有“品牌+商
场+银行”三重赠礼。

■记者 朱蓉

小家电让你
轻松吃早餐

早餐是一天的开始，在秋
老虎频频发威的当下，当然更
要吃得有营养。

如何避免麻烦， 又吃上
营养早餐呢？内涵丰富的小家
电有办法。

多功能煎蛋机

在各大电商平台上，一款
多功能不粘锅煎蛋机卖得很
火。这款产品集煮蛋、煎蛋、蒸
蛋三大功能于一体，还能用来
煎肉、煎牛排、煎饼、煎小鱼。
并能根据锅内食物自动调节
温度，煎好后自动断电，省时
省电。

怎么买：这款多功能蒸蛋
机在苏宁易购、 国美在线、步
步高商城上均有销售，售价在
50元左右。

三明治早餐点心机

三明治早餐点心机采用
不粘涂层烤盘， 不需滤纸，使
用清洗都很方便。封口性烤盘
能将配料都锁在三明治内，超
大型烤盘同时可容纳4个三
明治，一次性解决一家人的早
餐。

怎么买：国美在线、苏宁
易购火热售卖中， 价格实惠
200元左右。
■记者 杨迪 实习生 林智文

近期长沙有不少化妆品新柜开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