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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价涨幅连续两周下跌

省商务厅的监测数据显示， 截至7

月26日的一周， 我省鲜猪肉零售均价

27.63元/公斤， 上涨0.95%； 批发均价

24.81元/公斤，上涨0.65%。

记者发现，与上两周相比，我省鲜

猪肉零售、批发均价涨幅均在下跌。7月

13日—19日。 我省鲜猪肉零售均价

27.27元/公斤， 上涨2.17%； 批发均价

24.65元/公斤， 上涨1.11%。7月6日—12

日， 省内鲜猪肉零售均价26.77元/公斤，

上涨2.57%； 批发均价24.38元/公斤，上

涨1.04%。

省商务厅市场运行调节处相关负

责人表示，近三周猪肉批零均价涨幅放

缓，表明猪肉价格正趋于稳定。

长沙精肉已稳价一个月

7月27日，记者从荷花池农贸市场、

唐人神连锁店、家乐福芙蓉广场店等猪

肉零售市场了解到，长沙市场上在售的

五花肉的价格每斤13元—17元不等，与

20多天之前基本持平。

荷花池农贸市场猪肉摊主陈师傅

告诉记者，6月中旬时，瘦肉价格从15元

/斤开始涨价，6月20日涨到16元/斤后，

就一直稳定在这个水平，五花肉价格也

保持在14.5元/斤。

家乐福超市芙蓉广场店冷鲜肉区

一位销售人员也证实， 瘦肉价格从6月

中旬的14.8元/斤涨到16元/斤后， 近一

个月来都没有变化。

长沙市望城区养猪户朱鞠军今天

也告诉记者，7月初至今，生猪价格稳定

在9.5元/斤，不再飙涨了。

年前猪肉价不会大起大落

“年底前猪肉价格应该不会有大起

大落了。”省商务厅相关负责人表示。他

认为， 如今的猪价已经达到了历史高

点， 加上国家出台一系列政策鼓励养

殖，供应将增加，猪价继续大幅上涨的

影响因素正在变小。

对此，长沙市望城区养猪户朱鞠军

也很赞同。他告诉记者，现在养猪户的

补栏积极性都比较高，6月底至今，他的

养猪场就增加了近80头仔猪，能繁母猪

产仔也会使得生猪存栏量逐月增加。

然而，上述两位都认为，年内猪肉价

格大幅下降的可能性也很低。 一是受养

殖周期的影响，二是由于仔猪价格过高，

补栏成本高，很多人毕竟不敢大幅扩养。

他们一致认为， 春节之前猪肉价格不会

大起大落，春季可能跌幅会较大。

猪肉零售价开始平稳了

长沙市民苏小姐是去年5月份在美

国驻北京总领事馆办理签证去留学的，

正准备今年暑假回国探亲。按照过去的

规定，苏小姐回国后再去美国，必须去

北京总领事馆“预约面谈”、“前往北京

面谈”、“预留指纹”等，最少要好几个星

期的准备时间， 还要往返奔波使馆，苏

小姐为此十分苦恼。

通过中信银行的“代传递”签证服

务，苏小姐的返美签证已经不用

到美国驻北京大使馆去面试了，

而且只需要准备简单的基本信

息材料， 签证一般在15-20个工

作日左右就能搞定，免去了舟车

劳顿和排队等候的麻烦。不仅如

此。长沙市民只要是在中国境内

获得的签证，并且到期后不超过

一年、签证类型不变，都可以到中信银

行办理“代传递”服务，在长沙就能顺利

得到签证。

目前， 中信银行是国内唯一一家与

包括美国在内的多家领事馆有着长期密

切合作的金融机构， 据中信银行出国金

融中心统计，今年1-6月，中信银行长沙

分行已成功办理“代传递” 美国签证近

1500人次。 ■记者 刘永涛

中信银行推出“代传递”赴美签证服务

猪肉价格开始企稳了。

7月26日， 省商务厅的监测数据显示，

与上两周相比，我省鲜猪肉零售、批发均价

涨幅均在下跌。 7月27日， 记者走访长沙市

场了解到， 猪肉价格趋于平稳的形势在长

沙已略有显现。零售市场五花肉14.5元/斤，

精瘦肉16元/斤的价格卖了一个月了。

逛

晓芳

市场

电话：0731-84329834

邮箱：wxf870214@163.com

■记者 未晓芳

实习生 刘博学 许瑞仪

———中国银行湖南省分行信用卡刷卡中奖人名单揭晓

十台 iPAD 免费送出，您中奖了吗

2011 年 7 月 19 日，中国银行湖南省

分行（以下简称中行）信用卡刷卡抽奖活

动———“以一博十”（第一季） 抽奖仪式在

长沙市省委招待所隆重举行。为保证抽奖

公平公正，中行特委托长沙市公证处负责

为抽奖仪式进行现场公证（【公证书号：

（2011）湘长证民字第 4308 号】），抽奖结

果全部由电脑随机产生。 10 名来自全省

的中国银行信用卡持卡人成为此次活动

的幸运者， 他们每人将获赠 iPAD2 平板

电脑一台。

“以一博十”是中行银行卡部在全省

组织开展的信用卡刷卡抽奖活动，活动时

间从 2011 年 4 月 1 日至 12 月 18 日，全

年共设 3 次抽奖季，每季设获奖人 10 名，

每人赠送 iPAD2 平板电脑一台。 活动期

间，凡刷卡消费单笔满 398 元的持卡人即

有机会获得价值约十倍的 iPAD。 每刷卡

一次满 398 元，即获一次抽奖机会，刷卡

越多机会越多！

活动一经推出就获得了持卡人的热

烈参与，目前“以一博十”第二季（7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活动已全面启动，心动不

如行动，第二季的幸运儿会是你吗？

“以一博十”（第一季）活动中奖人名单：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持卡人姓名

甘拓三

谭林力

张毅

曹春松

邓文锦

高鸿胜

洪康建

曾秋林

金伟

米煊

中行信用卡卡号

4096688647******

6227602486******

4096665060******

5527420419******

6227608922******

5527421627******

4096707686******

5123168213******

6227634310******

6227606083******

卡产品名称

中银 VISA 金卡

中银都市卡

中银 VISA 银卡

中银携程金卡

中银都市卡

中银携程银卡

中银 VISA 白金卡

中银 Master 卡

长城银联金卡

中银都市卡

领奖注意事项：

1、领奖请咨询 95566、0731-82263523；

2、若中奖人办卡时所留联系方式有误或已变更导致中行无法联系到中奖人，请中奖人

见到公示后主动联系中行，中行将保留其中奖资格至 2011 年 9 月 30 日。 在此期间，中

奖者若不主动联系中行并提供有效联系方式，视为自动放弃中奖资格。

以上名单由长沙市公证处公证

双汇

或将在我省建屠宰场

相关新闻

本报7月27日讯 近日，双汇集团副

总经理刘金涛向本报透露，可能会在我

省建立屠宰场。

这是瘦肉精事件后，除增加3亿元成

本进行头头检验外，双汇集团做出的生

猪养殖十年规划。据了解，双汇将加快

发展养殖业， 今后屠宰场建到哪里，养

殖场就跟到哪里，每一个200万头年屠宰

量的屠宰场后面， 会建一个年出栏50万

头的养殖基地， 以及一个20万吨的饲料

加工厂，以控制产业链源头，保证上游生

猪资源安全。

目前双汇年屠宰量约1300万头，其

中自产生猪30万头，仅占0.2%，而美国肉

类企业几乎是100%的自己养殖。 中国肉

业网分析师何中华曾公开表示， 每次猪

肉价格的波动都带有很强的周期性，而

且在一个周期内的涨跌幅度足够明显，

这里边很大的一部分原因在于产业链

条的不完整。 ■记者 未晓芳

本报7月27日讯 预计总投资7.2亿

元的湘潭国家高新区迅达大道提质改

造工程近日开工， 将于明年底竣工通

车。完工后，迅达大道将成为湘潭市东

大门入口的景观性交通主干道。

迅达大道全长5860米，宽80米，双

向10车道 ， 绿化面积达14.9万平方

米。迅达大道是长株潭城市群中湘潭

5条快速干道之一， 提质改造后，从

湘潭经迅达大道驾车上京港澳高速

将更为便捷。

■记者 刘晓波 通讯员 张敏敏

7.2亿改造迅达大道

新华社 图

本报7月27日讯 在银根紧缩、原

材料涨价的大背景下， 网络营销正成

为湘企促进销售的重要手段。 今日上

午，湖南省食品行业联合会、湖南省医

药行业协会联合湖南经桥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在长沙为会员企业进行网络营

销培训。

会上，资深网络营销专家孔斌等专

业人士为会员企业负责人进行实战培

训，帮助我省食品医药行业企业学会进

行数据营销。

■见习记者 吴林

湘企借力网络营销找客户

简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