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2011第五届药店博览会在长沙闭幕。 神威制

药作为此次展会的参展商之一， 其相关负责人表示：将

以此次展会为平台，加速布局华南市场。

据介绍， 神威借本次展会重点推出了子品牌———

神苗系列13个新品种，如“神苗牌小儿清肺化痰颗粒”

等；而原有的畅销品种，如藿香正气软胶囊、清热解毒

口服液等，也更新产品规格，增加家庭包装。

神威药业有限公司OTC事业部总经理吴旭东解

释，增加新规格是为了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也是OTC连

锁发展的需要。

据了解，湖南一直是神威重要区域市场，年销售增

长率在30%至40%之间，高于神威药业的平均增长率。

对于未来，吴旭东表示，今后将在湖南加大市场铺货力

度，同时增加销售品种。“公司的产品很多，有200多个

生产批文，但是目前在销的却只有七十多个。”

吴旭东表示，“今年神威的目标是销售额超30亿

元。” ■杨迪 熊熠

神威药业加速布局华南市场

暑期即将来临，喜爱蛋糕甜点的美眉们，有没有吃腻

本土的蛋糕，想不想体验新鲜的口感，乘着夏日的微风，邀

上闺中密友，挑选一雅致之地，开放你的味蕾吧！

湖南首家法式甜点店，“昂朵”落户于长沙市雨花区韶

山路550号阳光小镇。“昂朵”在法语里是“被喜欢的，被爱

的”意思。

厨房总负责人彭程介绍，昂朵甜点所有产品均来自国

外、选用成本较高的动物奶油。不仅能突出绵密、细腻的口

感，而且对人体健康有利。

路易十五黑巧克力慕斯：纯正巧克力的香浓口感，搭配

香浓的榛果杏仁泥和法式脆煎饼内馅， 每一口都是浓得化

不开的幸福。

甜杏开心果慕斯：精致典雅的外观让你“一见钟情”，绵密

的甜杏慕斯夹着清香的开心果海绵蛋糕。而淡淡的慕斯香完全

没有被奶油味道所掩盖，温柔的口感，在嘴里绵得化不开。

修女泡芙： 酥松的奶油面皮裹着香滑的奶油， 一口咬

下，香软柔滑的内馅迫不及待地涌破奶油面皮，给舌尖一个

美味的拥抱。 ■燕子

湖南首家法式甜点店———“昂朵”来了

经济信息

� � � � 北京益民堂中医药研究院最新引进“纳米立体超声诊断

仪”是由数码扫描系统对脏器，特别是消化系统等病变部位进

行精确的检测与定位，它能清晰分辨胃壁结构、准确的查出全

身各脏器的肿瘤，能清晰的观察到放大数百倍的病灶。 该检测

在体外进行，无需插管，避免交叉感染，可以清楚迅速的找到引

起胃痛、胃胀、恶心、胃酸等胃肠不适的原因。

活动时间：7 月 1 日 -7 月 25 日， 特邀北京益民堂中医药

研究院消化道权威专家亲诊，采用中医四联免疫疗法，达到标

本兼治目的。

胃镜检查不插管

地址:长沙市梓园路 377 号(方泰医院三楼胃肠专科)

长沙火车站乘 108、101或乘 116、143、11路等汽车至广济桥下车即到

0731-85418622

预约热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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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国文 430211196701050826身

份证遗失，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瑞一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遗失

由长沙市芙蓉区地方税务局于

2006 年 10 月 30 日核发的税务登

记证副本，证号：430102765618902，

计算机代码：106680，声明作废。

湘西州影视文化中心酒店

资产转让公告

受托， 我所发布湘西州影视文化中心

酒店资产转让公告， 本次转让的酒店

资产包括综合用地 4018.11m

2

，商服用

地 553.4m

2

，房屋建筑物建筑面积约为

19280m

2

等。 挂牌价为人民币 8618万

元。 详情请登录： www.hnaee.com

联系人：陈先生 13907315318

湖南省联合产权交易所

2011年 7 月 15 日

公告声明

何国平遗失左岸春天 A3 栋 1606

房屋收据、发票,声明作废。所产生

的任何债务纠纷等问题以及法律

责任完全由本人承担与长沙泓信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无关!

真心成家退伍军人男 51 岁丧偶现

经营生意身体健重重感情寻有缘的

你相伴 13728330189非诚勿扰

铁马驾校

随到随学、确保拿证，广电西湖楼：

84256158、84258746、84259778。 星沙

汽配：84258666 望月湖 84431978

场地设施最标准，服务管理最规范的花

园式驾校，真正的一费制。 日夜练车，校

车接送，学车考证方便快捷。 总部

T：84254269、84254279 火车站：85869677

长沙大学

商翔

驾校

省 AA 级驾校，市十佳驾校，市驾培

行业“质量信誉”排行第一。 学员报

名，上门接送。 一人一车，计时训练，

随 到 随 学 。 总 部 ：8８８８６２８８、

8８８８５２８８ 开福分校：88615111 湘江

世纪城：85360001长沙晚报：84515757

猎鹰驾校

驾 校

女 29 嫁港富商夫因病终身不育离

觅寻可靠男圆我梦 13755763556

本人 53 岁，丧偶，退伍军人，希望能

寻觅到茫茫人海中的你 13751086249

为子征婚

我孩男 42 岁事业兴隆身体健康

媳妇去世为子寻贤惠孝顺女走进

他的生活 15382800018 中介勿扰

交友 声讯

郑重提示：本栏信息不作法律依据，征婚请慎重核对

对方身份，警惕婚姻骗子行骗，切勿盲目经济往来

激情交友真诚择偶 82526566

公 告

刊登

热线

0731-84464801

13875895159

本人征婚 本人男 50 岁丧偶,

稳重,性格好 自营实体,经济

优,诚觅一位真诚,体贴传统

的女士为伴,地域不限,有孩

可 15818583119亲谈

■男 48 岁丧偶健康忠厚生意人房

车全觅善良女可带孩 13928462885

诚心求缘女 30 岁温柔高雅大方

婀娜多姿， 寻体健男圆我美好心

愿，亲谈 15946888779拒游戏

退伍军人男 47 岁丧偶为人随和

重感情，经商经济优，诚寻善良体

贴顾家女为妻，贫富不限，有孩视

亲生 13590123831本人亲谈

真心等你：洪女士 29岁夫资产雄厚

不育为家业寻善良男相处婚否贫富

无妨见面助你 13276991736本人

律师 调查

付律师

13975826245 免费咨询

合同债务婚姻劳资法律顾问

通程律师集团

免费法律咨询

刘律师 13974919086

刘江国律师（父）15974243618

刘 明律师（子）15874214168

刘晓娟律师（女）15084702958

睿

邦

律

师

父

子

兵

九头鸟调查事务所

合法清债、打假、婚姻、商业调查取证寻人

0731-82241122、86544088www.gzjtn.com

遗失声明

本公司遗失“长沙中南水利水电

技术开发部白竹洲水电站安全监

测项目部”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芙蓉区富临门窗经营

部遗失财务专用章、（胡志

强）私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湘潭县谭家山镇老屋煤矿遗

失湖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于

2003 年 8 月 29 日核发的营

业 执 照 正 本 （注 册 号

4300002200278）声明作废。

20 年的专业品牌，型期类的不同选择

光动能

B 系列

白癜风

治疗仪

� � � � 中白医疗设备有限公司与山东大学白癜风研究所运

用专利技术针对不同型期类的白癜风，共同开发出不同系

列的白癜风治疗仪：

光动能白癜风治疗仪： 采用 308,365,410nm 复合光波

照射皮肤，促进细胞释放内皮素 bFGF,以及增强黑色素细

胞络氨酸酶活性以达到目的，

适合进展期白癜风。

B系列白癜风治疗仪：采

用精密、准确、快速的方法植

入活性黑色素细胞，适合稳定

期的白癜风。

0731-

18975165522

82293321

黔医械广审（文）第 2010070002号

光动能免费体验

湖南临床使用单位：长沙楚雅医院（车站北路 121 号）

www.hnbdf.net���� �www.v120.cc

详情请电话咨询：

经

济

飞

信

本报7月14日讯 截至6月底，湘潭

高新区新入园项目66个，其中生产性企

业22家，到位内资16.56亿元，同比增长

58.27%，外资到位4950万美元，同比增

长41.43%。

今年以来， 湘潭高新区出台一系列

优惠政策， 有针对性地进行产业引导和

扶持， 产业规模呈现高速发展态势。高

新、 高效产业发展格局基本形成。 上半

年，全区118家规模工业企业中，主导产

业链上企业有82家， 产值占全区总产值

的82%。骨干企业挑大梁，10家重点规模

企业完成产值68.2亿元， 占全区的51%，

预计全年过10亿元以上企业有8家，过亿

元的有50家。 ■通讯员王小娟张敏敏

湖南国际旅游节9月开幕

本报7月14日讯 省政府新闻

办今日上午召开发布会称，2011中

国湖南国际旅游节开幕式将于9月

12日在株洲市举行。本届旅游节已

是2001年以来的第十届，节会期间

的多个主题活动今日首次对外公

布。

省旅游局局长杨光荣介绍，本

届节会将为各方游客奉上精彩纷

呈的系列活动。 除9月12日在株洲

举行“2011年中国湖南国际旅游节

开幕式暨华强方特欢乐世界开园

仪式”，还有“两岸四地拜祖，千祥

万福泽中华”祈福大典暨“中华万

福坛”迎祥纳福巡礼活动、“方特欢

乐世界游园活动”、“2011世界环球

小姐国际大赛湖南赛区总决赛暨

‘东方莱茵河’———湘江旅游形象

大使评选颁奖晚会”。届时，总投资

25亿元、有“中国迪士尼”之称的方

特欢乐世界将正式开园迎客，邀请

优秀共产党员、劳动模范代表免费

入园游玩。

在7天节会期间，还将举行“第

二届中国湖南旅游商品博览会”(9

月16日-18日)、“湖南旅游产品推

介暨旅游项目招商会”(9月12日)、

“湖南旅游精品线路考察、 采访活

动”(9月13日-17日)、“2011张家界

国际乡村音乐周活动” (9月10日

-16日)四大相关主题活动。全省14

个市州也将纷纷捧出精心准备的节

庆旅游大餐，迎接八方来客。

■记者 谭斯亮

本报7月14日讯 香港迪士尼乐园自8

月1日起票价上涨14%；香港海洋公园从9

月1日起涨价12%。记者今日走访发现，刚

刚出炉的本地赴港游8月报价已呈现小幅

涨势。

8月1日起，香港迪士尼乐园的标准门

票票价将从350港币调整为399港币，儿童

门票从250港币调整为285港币， 涨幅达

14%。9月1日起， 香港海洋公园成人门票

价将从250港币涨至280港币，小童票价从

125港币涨至140港币，涨幅为12%。尽管

本地旅行社纷纷强调“景点门票价格并不

是赴港游的主要利润点”， 但记者搜集的

最新资料显示，8月份湖南人赴港旅游确

实得多掏银子了。

如新康辉国旅“迪士尼+海洋公园高

铁纯玩5日游”7月报价2580元/人，8月涨

至2680元/人起；华天国旅“港澳海洋公园

高铁纯玩5日游”7月报价1980元/人，8月

涨至2180元/人起；亲和力旅游“港澳迪士

尼乐园高铁纯玩5日游”从7月份的2380元

/人涨至8月份的2680元/人。 相关线路普

涨100-300元，涨幅从4%-12%不等。

96555旅游服务定制专家向记者介

绍，当地酒店住宿价格像海鲜一样价格随

时变动、暑假天天看涨，这才是赴港游团

费上涨的主因。而门票上涨几十元才占团

费成本的1%。 ■记者 谭斯亮

香港迪士尼乐园和海洋公园门票涨价

湖南赴港游团费微涨一二百元

本报7月14日讯 现在市场上的香

蕉基本上卖2元/斤，但网友可以团购到

1.4元/斤的香蕉。

记者今日从淘宝网了解到，7月15日

开始到17日， 长沙的网友可在淘宝聚划

算上团购来自海南三亚等地的滞销香

蕉，7.2元一把，每把重5.5-6.5斤，平均下

来每斤仅售1.4元。网友团购成功后，可凭

聚划算发送的二维码在22日-25日到长

沙市内的新一佳八大门店领取香蕉。

新一佳超市相关负责人龚德股表

示，他们只负责香蕉的发放，并不售卖

香蕉， 所以想以1.4元/斤购买香蕉的市

民还得在聚划算上团购。■记者 刘玲玲

香蕉1.4元/斤长沙开卖

半年新添66项目

9月开幕的湖南国际旅游节如同秀美的湖光山色一样，让人充满期待。

业界传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