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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椒贵”赛过肉价，今年为何“辣翻天”
干辣椒价格跟着涨，瓶装剁辣椒悄“瘦身” 雨水多致减产是“椒贵”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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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拟
对邵阳市科良房地产开发公司等 3 户债权进行处置，
截至 2019 年 4 月 30 日止， 债权总额 3962.05 万元，
其中贷款本金 1187.04 万元、利息 1706.59 万元、孳生
利息 1068.43 万元。欲了解债务企业信息、抵押物以及
瑕疵等详细信息请登陆公司网站 http://www.gwam-
cc.com

交易对象：详见公司网站。 处置方式：分户或组包
竞价转让。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公告日期及有效期
限：自公告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有效。 上述债权自公
告发布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受理对上述债权资产相

关处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
以及其他干挠资产处置公告活动的举报。 上述信息仅
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法律资料
为准。 联系人： 曹先生 （0731-84458563）， 陈先生
（0731-89917506）。 通讯地址：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
湘府西路 31 号尚玺苑 18B 栋。邮政编码：410005。分
公 司 监 察 审 计 部 门 联 系 人 ： 宋 先 生
（0731-84451992）。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
2019 年 5 月 9 日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对邵阳市科良房地产开发公司等 3户
债权处置公告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拟
对长沙市五月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等 2 户债权进行处
置，截至 2019年 5月 6 日止，债权总额 7410.69 万元，
其中贷款本金 6532.69万元、利息 472.88万元、代垫费
用 46.69 万元、滞纳金 58.53 万元、孳生利息 299.91 万
元。 欲了解债务企业信息、抵押物以及瑕疵等详细信息
请登陆公司网站 http://www.gwamcc.com

交易对象：详见公司网站。 处置方式：分户或组包
竞价转让。 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 公告日期及有效期
限：自公告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有效。 上述债权自公
告发布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受理对上述债权资产相

关处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
以及其他干挠资产处置公告活动的举报。 上述信息仅
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法律资料
为准。 联系人： 曹先生 （0731-84458563）， 陈先生
（0731-89917506）。 通讯地址：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
湘府西路 31 号尚玺苑 18B 栋。邮政编码：410005。分
公 司 监 察 审 计 部 门 联 系 人 ： 宋 先 生
（0731-84451992）。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
2019 年 5 月 9 日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公司对长沙市五月花网络科技有限公司等 2户
债权处置公告

本报5月8日讯 “带着
爷爷坐地铁到黄兴广场站后，
发现没有直梯。工作人员主动
用牵引梯将爷爷送出去，太感
谢了。”昨晚的这一幕，让长沙
的唐小姐感觉很暖心。唐小姐
介绍，因为爷爷坐着轮椅出行
不便，才选择坐地铁，没想到
在出站时犯了难，因为黄兴广
场地铁站的2个出口都没有直
梯，好在地铁站工作人员主动
上来询问需不需要帮忙，并立

即启动了牵引梯。
今天，记者在黄兴广场地

铁站了解到，长沙地铁1号线、
2号线仅该站点的2号出口有
牵引梯。因为该站点没有直梯
出站， 且2号出口处只有上行
扶梯，为方便残疾人、老人出
站， 站点安装了一部牵引梯。
“乘客有需要， 直接找我们工
作人员就可以启用。” 站点工
作人员说， 牵引梯最高承重
300千克。 ■记者 石芳宇

本报5月8日讯 高考倒计时
一个月，紧张和不安是高三生常
见的状态。如果有一位经验丰富
的前辈来到你身边，与你对话未
来、加油鼓劲，这感觉会不会特
别好？今天下午，长沙市长郡中
学的学子们就迎来了一位高校
“大咖”———浙江大学校长吴朝
晖。这位中科院院士、人工智能
领域专家不仅为高一学生带来
了一场题为《追求卓越，共筑未
来》的主题讲座，还特意与部分
高三学生代表座谈，带他们提前
领略大学生活。

“我想投身学术研究， 进入
大学后，我需要做什么呢？”高三
学生抛出的第一个问题，打开了
吴朝晖的话匣子。 在他看来，大
学是从“被动性学习”转向“自主
性学习”的重要阶段。他勉励大
家通过个性化、自主性的学习在
德智体美方面取得全面进步，形
成国际视野和全球竞争力。

面对这位计算机专家，有高
三学子问起如何看待众多程序
员悲催的“996”工作状态。吴朝
晖笑言，互联网时代的工作形态
与原来发生了巨大变化。尤其在
计算机领域， 竞争特别激烈，因
此也需要大家不断提升自我创
新能力才能适应。 在他看来，高
校在人才培养上，需要强调通识
教育带领大家感悟综合交叉的
知识、 形成应对变化的能力、涵
育人文科学的素质、培养奉献家
国的人格。

事实上，在长郡中学，基本
上每个月都会迎来像吴朝晖院
士这样的高校“大咖”。长郡中学
副校长陈来满表示，这些顶尖学
术专家的到来，一方面能帮助学
生增长见识，另一方面也能在一
定程度上引导中学生进行生涯
规划启蒙。

业内人士分析，新高考的目
标之一，便是充分发挥高考桥梁
作用，加强高等教育和高中教育
的有机衔接，从而形成有效的人
才培养联动机制。 可以预见，随
着新高考的实施，高校“大咖”走
进中学将成常态。
■记者黄京通讯员王剑乔梦平

本报5月8日讯 昨天，省
市场监管局发布列入严重违
法失信企业名单告知书，北京
永大众源科技投资有限公司
常宁分公司等121户企业名列
其中。

经查，北京永大众源科技
投资有限公司常宁分公司等
121户企业被列入经营异常名
录且届满3年仍未履行相关义
务，省市场监管局将依据相关
规定，将这些企业列入严重违

法失信企业名单，并通过国家
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向社
会公示。

拟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
名单的企业包括： 中国石化销
售有限公司湖南衡阳常宁六图
加油站、 湖南特快汽车销售有
限公司、 湖南康尔佳宝庆大药
房连锁有限公司金石药店、道
县白芒铺大祖福采石场、 衡阳
市西湖旅行社有限公司常宁市
服务网点等。 ■记者黄亚苹

提起蔬菜涨价，继“蒜你狠”、“姜你军”后，今年又添了一
个“辣翻天”。自今年3月以来长沙市场上的辣椒尤其是红辣
椒价格大涨（详见本报3月20日A04版），5月8日，记者走访
长沙部分农贸市场、蔬菜店发现，辣椒价格在短暂回调后，眼
下又噌噌地往上涨，普通的红线椒最贵的高达19.8元/斤，在
同一家店差不多可以买二斤猪肉了。

■记者 陈月红 实习生 曾雪琪 通讯员 陈静宇

湖南人爱吃辣椒，但近期以来
噌噌上涨的辣椒价格让不少“无辣
不欢”的人忍不住调侃：“连辣椒自
由都没有了。”

青椒、螺丝椒每斤售价8元，小
米椒、红线椒12元至15元不等……
8日，在长沙荷花池生鲜市场，记者
看到，市民多是一小把地选购辣椒。
市民刘女士说：“家里人都喜欢吃辣
椒，但现在辣椒这么贵，买点炒菜有
点辣味就行了。”

辣椒贵、销量少让卖辣椒的摊
主也吐槽辣椒贵。摊主金先生在长
沙荷花池生鲜市场卖蔬菜10多年
了，他说往年这个时候，青椒、螺丝
椒也就五六元一斤，比较贵的小米

椒、 红线椒等每斤售价也基本在
10元以下，“今年辣椒尤其贵，像
大红椒往年这时六七元一斤，现在
卖12元了。主要是进价贵，红线椒
每斤的进购价就达14元， 售价我
也就加了一元钱。”据他介绍，眼下
市场上的辣椒多来自省外，本地的
浏阳、 长沙县等地有少量辣椒上
市，但价格也不便宜。

而在长沙伍家岭某大型超市，
一个星期前每斤售价为15.8元的
红线椒已涨至19.8元， 记者注意
到，在这家超市里，新鲜的一级带
皮腿肉每斤价格才11.98元， 也就
是说，一斤红线椒差不多可以买二
斤猪肉了。

与辣椒相关的系列产品价格
也在明显或悄然上涨。在长沙荷花
池生鲜市场，一家出售自制剁辣椒
小店铺的老板娘告诉记者，她店铺
的瓶装剁辣椒价格目前尚未涨价，
每瓶售价仍是10元。 但她坦承，今
年春节后市场上的新鲜辣椒价格
涨了不少，“辣椒便宜时，瓶子里装
的辣椒会有一斤左右， 辣椒贵了，
那瓶子里装的辣椒也就只有八两
左右了。”

在该市场， 各种干辣椒每斤售

价在20元至35元不等，其中朝天椒、
野山椒、 辣椒王等干辣椒售价涨了
好几块。“现在新鲜辣椒贵， 干辣椒
自然跟着涨。” 一位女摊主介绍，眼
下售价为35元一斤的野山椒便宜时
卖25元至28元左右。

但也有的相关行业很淡定。在
荷花池一家餐饮店，一份辣椒炒肉
的价格仍是8元，该店老板表示，辣
椒涨价了，每份辣椒炒肉的成本提
高了一元左右，但不会将上涨成本
转嫁给消费者。

犯难，地铁站没直梯出站
贴心，牵引梯为老人服务

121家企业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

椒贵，一斤红椒几乎可换二斤肉

辣椒制品跟着涨，瓶装剁辣椒悄然“瘦身”

分析

长沙市发改委价格监测中心监测显示，本周（5月1日-5月7日）长
沙市阴雨天气持续，气温下降，个别蔬菜品种蔬菜上市量略有减少，价
格上涨，加上五一假期节日提振影响，需求增加，蔬菜整体均价止跌回
升。该中心监测的15个品种蔬菜零售均价“9涨6跌”。其中萝卜、豆角、青
椒和尖椒零售均价环比分别上涨14.83%、8.13%、10.91%和8.13%，为每斤
1.64元、5.98元、5.59元和 9.85元。“豆角、辣椒上涨，因为主要靠外运菜，所
以价格贵。尤其是辣椒，因雨水太多外地辣椒减产，供应减少，导致辣椒
更贵。”该中心工作人员表示。

业内人士表示，近期的持续阴雨、强对流天气，可能会给辣椒生
产和流通带来持续影响，辣椒价格可能将继续上涨一段时间。但等到
长沙本地种植的辣椒大量上市，价格自然就降下来了。

阴雨天多致“椒贵”，吃便宜辣椒得再等等

高考倒计时一个月
浙大校长走进长郡中学
高校“大咖”
进中学将成常态

影响

5月7日，长沙地铁1号线黄兴广场站，工作人员启用牵引梯送老
人出站。 受访者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