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1.16��星期六 编辑 刘永明 图编 覃翊 美编 刘迎 校对 曾迎春A05 经济·行业

上海铸币工艺精工铸造，近 6 克 999 黄金精致打造！

历经数年艰苦抗战，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带
领中国人民建立了伟大的新中国， 开创了盛世伟
业！为隆重纪念中国共产党建党 95周年，永恒铭记
开国元勋们的丰功伟绩，打破以往逢重大事件只单
枚发行伟人红色藏品的惯例， 一次性将 95 枚开国
伟人、功勋、红色圣地题材全部集齐，五大伟人、十
大元帅、十员大将、五十七位上将、十三处红色圣地
的肖像与历史画面以金币工艺完美再现，并全部采
用近 6克 999 黄金和稀有铜锌合金精工铸造，金光
灿灿。 “丰功伟业领袖功勋金币大全”震撼问世，
荣耀见证了老一辈革命家波澜壮阔的历史！
[权威视角]�2015 年 12 月 26 日，第一套限量版“丰
功伟业领袖功勋金币大全”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
来自全国各地的党史研究、收藏、投资、新闻等社会
各界的专家、学者共 1000余人参加，一致认为：首套
“丰功伟业领袖功勋金币大全”创造了纪念价值和收
藏价值多方面的全新高度。

一、金币大全动用将近 6克 999黄金和稀有铜
锌合金精工铸造，极其罕见

二、发行量极少，全球仅 5000套；首发价极低，
原价 12800 元 / 套， 今一折价格 1280 元 / 套，给
广大客户预留巨大升值空间

惊喜回馈：定购 2套，送孟永生大师书法真迹《金猴献瑞》一幅，限 5 个名额。
特大喜讯：原价 12800 元 / 套，今一折价 1280 元 / 套 限量领取，领完为止！

建党 95周年“丰功伟业领袖功勋金币大全”震撼首发

首套“丰功伟业领袖功勋金币大全”由上海
造币工艺精工铸造，金币公司监制，贵金属
鉴定机构鉴定，每套配有监制证书、收藏证
书、 中国质量技术监督 315 防伪查询证书。

限量发行 5000 套，首发价格：12800 元 / 套。 如今限
时限量一折领取 1280元 /套。
湖南省统一领取专线：
湖南省唯一领取地址： 长沙市芙蓉区韶山北
路 139 号湖南大剧院一楼三湘藏品

0731-83882551

全国
领取
公告

收藏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因订购火爆，如遇占线，请耐心拨打，订购免费送货，货到验收满意付款）

本报1月15日讯 长沙总部基地
今天对外透露， 基地将与专业机构合
作，共同打造智慧园区。为方便园区企
业招聘人才， 为智慧园区建设提供人
才支撑， 长沙总部基地1月14日与中
南大学、长沙理工大学、湖南商学院、
湖南农大签署合作协议， 及时向上述
高校就业部门集中反馈园区企业人才
需求信息， 在园区企业与高校间打造
便捷的就业通道。

长沙总部基地位于雨花经开区
内，由湖南九纬九泰置业公司投资30
亿元开发，总建筑面积近88万平方米
的湖南新型办公总部集群。 随着互联

网和信息技术的发展， 不同主体对智
慧园区提出不同的诉求， 基地运营团
队为满足园区企业需求， 将联合专业
机构， 运用国际化管理模式以及科技
手段，从硬件管理、软性服务、产业升
级三个维度实现总部基地的智慧化转
型，打造金融服务、产业服务等八大服
务平台， 提升总部基地硬件设施使用
的便利性， 降低企业在硬件运行维护
等方面的花费， 增加员工对企业的忠
诚度和归属感， 帮助企业从非核心业
务中解脱出来， 专注其核心业务的发
展。

■记者 甄荣 实习生 胡思

本报1月15日讯 今天上午，“湖
南省打击侵权假冒工作绩效现场考
核汇报会”在长沙召开。会议由省“双
打”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省政府副
秘书长黄卫东主持，省“双打”工作领
导小组副组长、省知识产权局局长肖
祥清对湖南“双打”工作情况进行了
汇报。

2015年以来，工商部门、商务部
门联动，农业部门全面部署专项整治
工作， 林业部门对全省10个县市区
的苗木质量进行抽查，质监部门采用
多种形式、多渠道进行宣传，联合对
农村和城乡接合部市场假冒伪劣商
品进行专项整治。车用燃油专项整治
行动中，公安部门联合工商、质监等

部门检查各类车用燃油场所480家。
互联网领域专项行动中， 全省共实
地检查网站经营者43709户， 删除
网上违法商品信息6190条， 对212
家网吧进行停业整顿， 查处网络侵
权案件24件。加大展会、交易会等
活动的知识产权保护力度， 筹备中
国制造海外形象维护清风行动现场
会。 推进政府机关和企事业单位使
用正版软件工作。

截止到2015年12月初，全省行政
执法机关共查处侵权假冒案件25107
件，移送司法机关案件47件，涉案金
额9.2亿元，捣毁窝点60个。

■记者 李琪 实习生 张云龙
通讯员 周闯

本报1月15日讯 租金连年
上涨，生意却是一年不如一年，
2015年更是大半年都处于亏损
状态。 这是目前东塘大都市商
业街诸多商户的真实写照。

作为长沙老牌地下商业街，
东塘大都市商业街已有11年的
历史。 电商的冲击加上各种购
物中心的兴起， 这条曾经红火
一时的地下商业街如今风光不
再，经营惨淡。从1月13日起，商
业街的数百名商户集体打出了
横幅，要求“降租求生存”。

八成店铺亏损，
商户集体要求降租

“房租不降，无法经营，租
金太贵，无法生存”、“强烈要求
市场降租”……15日下午，记者
在东塘大都市商业街看到，绝
大部分商铺都挂上了类似要求
降租的红色横幅。

2015年5月，26岁的张凤
英花了9万元转让费，在商业街
盘下了一间位置比较偏僻的内
街商铺，自己开起了服装店。

“开店以来，每月的营业额
都不到1万元， 从2015年10月
份开始，生意更是格外惨淡，经
常是好几天卖不出一件衣服，

每月都得亏好几千块钱。” 张
凤英回忆，在前两年，这样的小
店每月的营业额能有3万元。

和张凤英一样生意难以为
继的还不在少数。“昂贵的租金
和惨淡的生意让很多商铺都无
法承受了，商业街的700多名商
户不得不一起提出协商降租，
我们做了个统计， 现在八成店
铺都处于亏损状态。” 张凤英
说。

租金11年涨了4倍

记者发现， 偌大的商业街
很是冷清， 来此逛街的人非常
少， 不少店家都是坐在店里玩
手机。

“大都市商业街2005年开
始营业，2011年之前生意都还
不错，之后生意一年比一年差。”
多名2005年便在此经营服装店
的商户表示，开业以来，商铺租
金每年都会上涨，“按照使用面
积计算，位置较好的铺面，2005
年每平方米的租金只要170元
左右，如今已经接近700元。”

记者走访了十余名商户，他
们都表示，“现在租金是最高点，
生意却是冰点， 如果不降租，合
同到期肯定不会继续开店了。”

将召集业主
开会协商降租

据了解，大都市
地下商业街的759个
商铺均已出售完毕，
有三分之一的业主
将商铺委托给了长
沙广悦物业管理有
限公司统一进行打
理，其余的都是业主
和商户自行沟通出
租。

“现在确实生意
难做，我们也希望组
织业主协商降租的
事。但要让业主同意
降租， 困难不小，而
且因为产权太分散，
现在大规模召集业
主开会都还存在困
难。” 长沙广悦物业
管理有限公司客服
中心主任胡涛表示，
目前公司正在与商
户对接，筹划组织业
主开会。

物业回应

东塘大都市地下商业街商户集体打横幅要求降租“御寒”。 潘显璇 摄

15日下午，记者还走访了长沙金
满地商业街，发现有好些门面都处于
无人招租的状态，很多商户都表示现
在的生意很难做，2015年大部分月份
都处于亏损状态。

“在以往， 每个学期开学前以及
过年前都是旺季，但2015年却没出现
过旺季。”在金满地做了8年服装鞋包

生意的陈先生感叹道。
不少商户都表示，地下商业街生

意的没落最主要的原因是近年来网
购的冲击， 网上方便比价选择也多，
导致来逛街的人越来越少了，而各种
购物广场和商业综合体在长沙遍地
开花，也分流了很大一部分人流。

■记者 潘显璇 实习生 李奕奕

探寻原因

生意萧条，网购冲击是主因

长沙总部基地将打造智慧园区

行业简讯

老牌商业街商户挂横幅要求降租
东塘地下商业街租金11年涨4倍 物业将召集业主开会协商

我省去年共查处侵权假冒案25107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