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瓶放在“-5℃瞬冷冻室”整
夜的矿泉水依然可以流畅地从瓶中
倒出来， 一边倒一边在盘中形成沙
冰、一块放在“-5℃瞬冷冻室”整夜
的牛肉依然可以顺利的一刀切……
日前， 格力旗下高端冰箱品牌晶弘
冰箱带来初雪美食品鉴会， 以美食

制作的形式， 为现场消费者展示
了晶弘冰箱新品461多门冰箱创
新“瞬冷冻-5℃不结冰科技”神
奇之处。

“瞬冷冻技术，瞬间微粒子冻
结， 能够保护食物细胞组织和原
有营养成分不被破坏。 苹果放在

瞬冷冻室还能继续生长，5～7天内营
养继续增加。” 晶弘冰箱产品相关负
责人介绍。

目前，晶弘“瞬冷冻”-5℃不结冰
科技已经获得中国家用电器研究院
主办的德国柏林IFA创新大奖。

■杨迪

美食品鉴会见证倒水成冰的奇迹

■记者 李永亮

本报1月25日讯 春
节临近，市民都忙着置办
年货， 其中自然缺不了各
类美味的肉。但前不久，国
际癌症研究机构(IARC)发

布报告称，“吃红肉和加工
肉增加患结肠癌风险”。该
消息引发广泛关注， 人们
普遍表示担忧。专家提醒，
人们完全不必担心， 只要
科学吃肉， 美味与健康可
兼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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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个体工商户田原遗失由龙山县
工商局 2013 年 9 月 27 日核发
的注册号码为：433130600111452
的营业执照正本。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开福区可容机电工具商
行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开福分局 2013年 9月 9核发的
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 4301056
0036218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望城区德宸农林科技开
发有限公司遗失工商营业执照副
本 , 注 册 号 :430122000046244,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省湘潭市雨湖区花石柴火
饭店遗失地税税务登记证正、
副本，税号 4303211979021345
3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天心区救助管理站不慎遗失人
民银行核发的开户许可证正本，
核准号码：J5510010175901，
特此声明作废。

◆赵宗哲位于临湘市南正街步行
街名下的三间商铺 A018.A028.
B018 其办理的房屋备案登记卡
已经遗失，现做作废处理，
特此声明。

◆王程不慎遗失湖南燎原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2011年 8月 16日
开具的销售不动产统一发票，
发票代码 243001100289，发票号
20061260，金额为 350002.00元，
特此声明。

◆杜慧娜，430723198410057886身
份证遗失，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春之声教育咨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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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岳
麓街道南二环一段 518 号阳光
壹佰新城 1-2栋 202号房。
联系人：寇红霞，电话：18932412586

注销公告
湖南创和文化交流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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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人: 孙亮 电话: 13787416229

◆陈治宇遗失报到证，证号:
201113038301289，声明作废。

◆邓辉祥遗失残疾证，号码:
4325221981040413972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黄湘岳遗失湖南省岳阳市地方
税务局预收款专用凭据 1份,发票
代 码 243001510160, 发 票 号 码
440005511，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市云聚礼品贸易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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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
系人:方云丽 电话 13117317551

遗失声明
长沙市芙蓉区美朗日用品商行
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芙
蓉分局 2013年 12月 26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 430102
600198582，声明作废。

�����受湖南汇源纸业有限公司解散清算组委托， 我们定于 2016
年 2 月 26 日 10 时 28 分在邵阳宏达拍卖公司拍卖大厅依法对
下述标的按实物现状公开拍卖转让，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下：

一、标的物基本情况:
1、 湖南省汇源纸业有限公司位于邵阳市双清区洋溪桥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两宗：①邵市国用（2002）第 D024 号，土地用途
为工业，面积为 73498.38 平方米；②邵市国用（2002）第 D025
号，土地用途为工业，面积为 10587.39 平方米，评估参考价为人
民币 2690.75万元。

2、上述两宗土地上的房屋建筑物 10 余栋：包括涂布车间、
加工车间、传达室、办公室等建筑物，总建筑面积约 13176.40 平
方米，均未办理房产权证。 评估参考价为人民币 417.72 万元（不
含土地价值）。

3、铁路使用权：铁路专用线使用权，评估参考价为人民币
150万元。

上述资产按实物现状整体拍卖，具体土地面积、建筑面积以
权证过户时相关部门实测核定为准，详情参见《竞买文件》，交易
保证金人民币 2400万元，拍卖佣金保证金 100万元。

二、意向受让人请于公告之日起至 2016 年 2 月 25 日 17 时
前将保证金分别汇入到邵阳市产权交易中心指定银行账户，并
于 2016 年 2 月 25 日 17 时前持交款凭证及有效身份证、 照，到
邵阳市产权交易中心、 邵阳宏达拍卖有限公司办理竞买报名手
续。 保证金以 2016年 2月 25日 17时前到账为有效。

三、即日起开始展示标的，并接受报名，节假日不休。 详情请
与我们联系或登陆网站：www.hnaee.com 湖南省产权交易信息
网地市公告、www.sycqzx.com邵阳市产权交易信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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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楼。

邵阳宏达拍卖公司地址： 邵阳市双拥路红星一巷 5 号宏达
实业 5楼。
联系电话：0739-2277622、
13487979121（交易中心）
13786995820（转让方）、
13807395500（拍卖公司）
监督电话：
0739-5361976（市国资委）
0739-5430955（市商务局）

资产拍卖转让公告

邵阳市国土资源交易中心
邵阳市产权交易中心
邵阳宏达拍卖有限公司

邵阳金盛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2016年 1月 26日

◆姚婷二代身份证 430923199107
262348遗失，特此声明。

◆王萍遗失二代身份证，证号：
430524198503012965，声明作废。

◆戴信 2016年 1月 18日遗失二
代身份证 430624199606073330，
声明作废。

◆袁园遗失第二代身份证，号码：
432524198802266529，声明作废。

◆赵亮遗失身份证，证号 430623
197912257212（有效期 2006.08.
08-2026.08.08），声明作废。

公告 声明

下列证照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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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Q：2953974391 电话：8446480113875895159洽谈
微信

50元/行起 每行按 13个 6号字计一个电话 立刻上门 华声在线同步发布

◆黄国辉遗失户口内页，身份证号
码 43010319580731051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望城县高塘岭镇鹤龙蟹城遗失
核准号为 J5510013516701 的
开户许可证,声明作废。

科学吃肉，美味与健康兼得

装省内首台手扶梯的友谊商店35岁了
“店庆季”助力实体百货销售回暖

在2016年的新年伊始，长沙忽
然掀起了一股怀旧的热潮， 老长沙
们在电视和网络上看到了很多熟悉
的友谊商店的画面， 记忆瞬间就拉
回到了三十多年前。

记忆：
省内首台手扶梯，你坐过吗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 友谊商店
充满了神秘感，是唯一对外的“友谊
华侨商店”，从开张起就定位是涉外
单位，里面卖的都是高档进口商品，
并且只接待外国宾客和华侨。

1992年， 友谊商店安装了湖南
省的第一台自动扶梯，时任总经理的

胡子敬还陪同时任省领导刘夫生
来韵了这第一部手扶梯的味。这部
手扶梯承载了许多老长沙们童年
最美好的回忆，当年你也坐过吗？

1994年， 胡子敬在友谊商店
成立了全国第一家“赔钱公司”，在
当时产生轰动效应， 是全国独创
的服务措施，宗旨就是“站在顾客
的角度考虑问题， 一切以顾客满
意为准”。“赔钱公司” 为友谊商店
树立了正面的社会效益。

当年最拽味的造型就是，穿
一件黑色带狐狸毛的“中褛”，手
上拿一台窑砖般的大哥大。 那件
“中褛”就是在袁家岭友谊商店皮
草柜买的， 那个时代你要有件好

皮草，那走在路上回头率百分之百。

店庆：湖南人的购物狂欢节

袁家岭友谊商店一直在给长沙
带来新的时尚气息。经过30多年的发
展，友谊商店已经成为湖南省乃至中
南地区人尽皆知的本土商业旗舰，对
时尚的创新是友谊商店亘古不变的
追求，不断引进众多全省独家的国际
名品，一直坚持高端品牌和高质量服
务并重。 尤其是友谊商店的店庆，已
经成为全省人民的购物狂欢节。

袁家岭友谊商店35周年店庆活
动从1月21日一直持续至25日， 活动
品牌力度大，活动实惠，不管是闺蜜
们，还是夫妻档，抑或是全家老小齐
上阵的家庭团，都能称心满意，大小
购物袋提满手。

全国的消费市场开始下滑，市场
普遍不被看好，而友谊商店的店庆究
竟会有什么样的效果， 谁都说不准。
但友谊商店贺伟利总经理坚信，自从
2008年友谊商店豪华升级改装以来，
一直坚持的“货品为王，顾客至上”的
政策定能为这次店庆保驾护航。

2016年，迈着新的步伐友谊商店
必将继续以新的姿态领跑这个市场！

■朱蓉

“吃肉习惯已经几千
年了，没那么可怕。”记者
随机采访， 大部分消费者
认为， 肉是日常餐桌上的
美味，只要做到营养均衡，
并无大碍。“关键是要吃信
得过的品牌好肉。 我们一
族人都喜欢吃腊肉、香肠，
也没有发现一个患结肠癌
的。”刘先生说。

记者注意到， 消费者
面对这一问题能进行理性
分析， 不会人云亦云偏信

某一方的言论。
肉品市场并未因此出

现异动。 记者在一些农贸
市场走访， 肉摊前依然围
满买肉的市民。 省内一大
型肉品加工企业负责人告
诉记者， 近日毛猪收购价
已达到18元/公斤，同比增
长34.3%；1月屠宰量同比
增长20%， 中式加工肉品
销售同比增长35%，超市、
电商、 大客户需求订单量
增加明显。

湖南省肿瘤医院营
养专家胡小翠教授说，导
致癌症发生的原因非常
复杂，不能归咎于单一的
因素。人体本身有抗癌细
胞，也有致癌细胞，保持
积极的心态、科学均衡的
营养、适量的运动 、改变
一些不良的生活方式，比
如抽烟、熬夜等，是维持
身体健康和防癌的最有
效的方法。进食任何食物
都应做到适量 ， 科学搭
配。吃肉时 ，搭配食用富
含维C的水果和蔬菜，如
桔子、猕猴桃、苦瓜、绿叶
菜等，既有利于营养物质
的综合吸收，又可抑制有
害物质在体内合成。

肉类，特别是红色肉类
营养价值很高， 是蛋白质、

铁、锌、维生素的主要来源，
而这些营养成分能帮助增
强人体的免疫力。因此癌症
患者也需要吃肉来补充营
养。众所周知，毛主席喜欢
吃红烧肉。研究表明，红烧
肉有补脑的作用。

胡教授还提到， 正规
大型肉企要通过不断提高
肉类加工技术， 逐步减少
甚至不添任何添加剂，让
产品更绿色健康。例如，唐
人神公司自主研发的蒸汽
低温烘烤工艺， 避免直接
烟熏， 既能保持传统加工
肉品的风味， 又能防止有
害物质的产生。 她还提醒
市民， 购买时要选择大企
业、 大品牌， 不要贪图便
宜， 购买小作坊或者来源
不明的肉制品。

【专家】 科学均衡的营养是防癌的有效方法

【走访】 市场并未出现异动

消费故事

友谊商店的店庆已成为湖南人的购物狂欢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