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买理财产品都不如买显
卡赚钱啊！”长沙一位游戏发烧
友张进感叹道。原来，年中大促
时张进打算升级电脑的显卡，
却发现电商平台上AMD和
NVIDIA等显示芯片制造商的
显卡非但没有降价， 反较几个
月前涨了不少， 且多个品牌中
高端显卡显示“无货”、“采购
中”等状态。许多游戏玩家在评
论区直呼“挖矿的，还我显卡。”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记者
近日在长沙国储电脑城采访多
位出售显卡的店家和行业人士
了解到， 这都是虚拟数字货币
价格飙升，带火“挖矿”而上演
的疯狂一幕。

■记者 蔡平
实习生 刘敏媛 包昕仪 邹雨

延伸阅读

比特币带火显卡，涨价四成仍难求
长沙市面上产品价格涨了六七百元，销量也涨了一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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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显卡价格涨六七百，
销量上涨一倍

“今年年初GTX1060市
场均价 1800-2000元。”张
进告诉记者，由于想升级家
里的台式机曾关注过价格。
“电商大促” 期间没见到促
销降价，价格反而上升了几
百元。记者统计发现，目前
京东商城上的GTX�1060显
卡价格上涨到 2499-3399
元之 间 ， 涨 价 幅 度 达 近
40%。 京东商城上华硕、技
嘉、七彩虹等品牌的多款高
端显卡都缺货，购买需要提
前预订。

记者走访了长沙市车站
北路的国储电脑城发现，华
硕、联想、戴尔等品牌高端显
卡的价格都上涨了600-700
元不等， 而且销量较上月上
涨了一倍左右。

国储电脑城某联想专
卖店的店员表示，“最近显
卡都卖得很好 ，GTX1060
的显卡是最受欢迎的，虽然
单价上涨了700元左右，但
是来买显卡的顾客不减反
增，有的发烧友一次购买十
张以上。”

比特币大涨价
带火显卡市场

“这两年在电竞热的带
动下， 特别是虚拟现实出来
后， 一些爱好者会升级电脑
尝尝鲜， 高端显卡市场有所
回暖。”国储电脑城一家专卖
店店员表示。采访中，多位人
士表示，之所以涨价、缺货，
和比特币“矿场”有关，“挖矿
的矿工们在抢卡”。

作为一种虚拟数字货
币， 比特币通过特定程序的
大量运算产生， 这一过程被
“矿工” 们称为“挖矿”，“矿
工” 们往往采购海量显卡用
来挖取比特币。 正因为上半
年来比特币价格飙升， 挖矿
再次变得有利可图。

国内比特币交易平台火
币网数据显示，截至3日18时
45分， 比特币价格仍比年初
上涨近160%。

当记者问及显卡价格何
时会下降时，联想、华硕专卖
店的店员均表示， 显卡的价
格上涨与目前热炒的比特币
有关，当比特币不那么“火”
的时候， 显卡的价格或许就
下降了。

“给您们送些生活用品， 虽是
杯水车薪，但也是我们公司员工的
一片心意，希望能帮到您们解决一
点实际困难。”7月5日， 顶着烈日，
邵阳中铁金龙有限公司负责人带
着钱物开车来到邵阳县岩口铺镇
兴隆村新5组周和民家里， 为他家
送上了2000元爱心款和大米、油、
被子等生活用品。 周和民接过钱
物，连声道谢。经了解，该公司为当
地受灾群众捐赠了3万生活物资及
3万元的爱心捐款。

6月23日至7月2日的持续暴
雨，给邵阳县岩口铺镇人民群众造

成了重大损失：淹没农作物面积11
万亩， 冲毁乡村道路4500米，毁
损、倒塌房屋46座，转移、安置受灾
群众1816人， 直接经济损失达
8000万元。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中铁
金龙开发公司为帮助灾区人民恢
复生产、重建家园，发起了此次爱
心捐赠活动，共募捐款物6万元，在
当地镇党委、政府和镇民政办协调
配合下，送到受灾群众安置点或受
灾群众家中。

■尹建国 陈志强 陆益平
经济信息

近日，湖南省清洁服务标准化
技术委员会成立大会在长沙召开，
会上发布《湖南省清洁服务标准化
技术委员会工作规划》， 提出按照
清洁服务内容分类繁多，清洁行业
标准体系大体上分为六大类标准，
即基础标准、产品标准（机械设备、
工具、清洗剂等）、方法标准（作业
和产品验收检测方法）、安全标准、
管理标准、环保标准。

目前，湖南省从事环卫清洁、
物业清洁、高空清洗、石材养护的
服务企业和销售企业有三千多

家，从业人员达上百万之众，产值
达数百亿元以上， 但清洁服务行
业存在行业工作人员缺乏专业技
能、职业化程度不高、行业普通用
工紧张等问题， 面临着后续无人
的局面。在此背景下，标委会的成
立将引导和推动我省清洁服务行
业按标准组织服务。据悉，标委会
负责本行业技术领域的标准化技
术归口工作， 第一届标委会由32
名省内外清洗保洁及相关领域的
专家组成。

■记者 和婷婷 通讯员 肖力力

清洁服务将有行业标准

本报7月6日讯 记者今天从
长沙市发改委获悉， 全市零售监
测点监测数据显示，7月6日，长沙
市23种大路蔬菜品种零售均价为
3.66元，与7月5日相比下跌1.76%。
长沙市价监局监测中心相关负责
人表示，目前长沙市蔬菜、粮油和
肉禽蛋等重要食品均储备充足，预
计后期价格波动不大。

长沙伍家岭一家蔬菜店店主
王女士经常去“海吉星”市场批发
蔬菜，她告诉记者，蔬菜批发市场
货源充足、菜品也很丰富，“蔬菜批
发价格相对前几天也便宜了不少，
所以菜价也降了下来。”

据长沙市零售监测点监测数
据显示，7月6日长沙市23种大路

蔬菜品种零售均价为3.66元/斤，
环比昨日下跌1.76%，较上周上涨
12.19%， 与去年同期相比上涨
4.49%。其中黄瓜、茄子、小白菜、
苋菜和苦瓜价格环比昨日分别下
跌 5.39% 、11.42% 、7.27% 、4.03%
和4.94%， 为每斤2.37元、3.34元、
4.11元、5.00元和3.66元。

粮油、肉蛋类价格仍维持稳定
状态。肉蛋类商品除后腿肉较昨日
上涨1.17%， 其他各监测品种价格
环比昨日均为持平。鸡蛋价格较上
周上涨15.60%，比去年同期仍为下
跌，跌幅为10.62%，为每斤4.73元。

长沙市内各大超市如步步高
等都表示蔬菜储备充足。
■记者陈月红实习生谷家茹李红

食品储备充足，长沙菜价回落

邵阳中铁金龙公司向当地受灾村民献爱心

记者联系到长沙市嘉雨路
附近一处小区的比特币玩家伍
先生， 聊起此前参与比特币的
经历他笑着说：“纯玩呢， 图个
新鲜。”

伍先生表示，2011年的时
候他花了近8000元买了一台矿
机挖矿。“矿机连通电源之后发
出很大的响声， 跟吸尘器声音
差不多， 接入之后根据算法开
始挖矿。”伍先生表示，最开始
“产量”还行，后来越来越难。由
于需要大量耗电， 除了不菲的
硬件成本，电费成为“挖矿”的
最重要开支之一。“随着比特币
挖矿行业的深入发展， 个人比
特币挖矿已经越来越难以赚
钱。 趁着2013年那一拨行情回
本后就没有再参与了。”伍先生
表示。

不过， 伍先生一直还在关
注这个行业。他留意到，近两年
高配置的比特币挖矿机从1万
元涨到了30万元。

“挖矿”赚钱不易

◆项顺婷遗失身份证，身份证号
码 42112719910807542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株洲市天元区四桥柴味鱼馆遗
失湖南省国家税务局通用机打
发票 21份，发票代码：4300
154320 发票号码：04831373、
04831312、04831337、04831201、
04831256、04831293、04831326、
04831346、04831221、04831259、
04831300、04831327、04831347、
04831238、04831280、00642977、
11885946、09603896、11885986、
09603915、11885997，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天心区啊章鱼馆遗失已
作废湖南增值税普通发票两份，
发票代码 4300171320，发票号
码 04845256、0484543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银社广告传媒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11158
8957689F）遗失公章一枚，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雷敏遗失由慈利县工商行政管
理局 2012 年 10 月 17 日核发
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43
0821600123846 ，声明作废。

◆刘泽毅（父亲:刘兵，母亲:廖满
玲）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
K43006648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芙蓉区神韵数码产品经
营部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芙蓉分局 2010 年 1 月 5 日换发
的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 4301
02600234340，声明作废。

◆文志轩（父亲:文国强，母亲:
何美琼）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L430536916，声明作废。

◆李建清遗失安全生产考核合
格证书，编号：湘建安 B(2012)0
2000006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湘潭亿动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遗
失税控收款机一台和通用机打
卷式发票 50 份，发票代码 000
003200203，发票号码 0533
1501-0533155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郴
州中心支公司遗失 10 份借贷安
心保险单，号码 071000058528
11-5852820.特声明作废。

◆文思柔（父亲:文国强，母亲:何
美琼）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L43011973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岳阳市正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遗
失岳阳市工商局 2017 年 5 月 23
日核发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副本
91430602329427747J，声明作废。

◆黄俊博（父亲：黄建辉，母亲：谭
育琳）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
L430491021，声明作废。

公 告
湘 F81B89 鲁云洪、湘 B2WV69
李跃安、湘 J18F66 易凌元、湘
E7TY26 当事人：
因你驾驶车辆未取得道路客运
经营许可擅自从事道路客运经
营，被我局依法查扣，至今未来
我单位接受处理， 我局现己作
出行政处罚告知， 请你于公告
之日起六十日内到我单位领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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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志钢）

长沙市交通行政执法局
2017 年 7 月 7 日

公 告
湘 A39X48 长沙市久华商贸有
限公司（驾驶员：刘凯）
因未按规定的周期和频次进行
车辆综合性检测和枝术等级评
定，被我局依法查扣，至今未来
我单位接受处理， 我局现己作
出行政处罚告知， 请你于公告
之日起六十日内到我单位领取
《行政处罚事前告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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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志钢）

长沙市交通行政执法局
2017 年 7 月 7 日

注销公告
株洲县童乐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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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书面形式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
债权。 联系人：孙耕耘 18182045060

注销公告
长沙市秀媛日用品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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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秀峰，电话 18073156668

◆彭觉高遗失新建东路 35 号阳
光锦城 3 栋 2106 的房产证，证
号 :714238164 及 抵 押 权 人 :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市
赤岗支行的他项权证，证号 :
514071141，声明作废。

郑重提示：切勿盲目经济往来

微信办理

0731-84464801
13875895159经办

热线
60元/行（每行限 13个 6号字）

◆费钥彤（父亲：费成林，母亲：周
舟）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
Q430778167,声明作废。

◆张语晨（父亲：严明，母亲：杨
艳林）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M43004451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安化县德亮兄弟电器城遗失安
化县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3 年 11
月 28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本，
注册号 43092300002758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麻阳广智文打印室遗失增值税
普通发票一份，发票代码 ：43
00164320，号码 0494229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株洲海联荣爵销售服务有限公
司遗失一台荣威 RX5 车辆的
合格证一本，车架号：LSJA24U
39HS100395，声明作废。

◆李紫萌（父亲:李昆湖，母亲:罗
姣）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
P430039353，声明作废。

◆易芙蓉遗失湖南农业大学东
方科技学院毕业证，编号 126531
201105000574，声明作废。 全省范围内有分类广告承揽经

验的团队或个人均可申请分
类广告代办。 详询请拨———
84464801、13875869988
QQ：602058576
鼎极文化（三湘都市报分类广告部）

诚招全省分类广告代办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