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洋奶企在华频建研发基地

2011年11月15日 星期二 编辑/杨田风 图编/言琼 美编/禹元杰 校对/刘湘B02 财经·综合

免费热线：12580呼三湘都市报 新闻热线：0731-84326110�����发行热线、投诉：0731-84316668、84315678、84329777���广告热线：0731-84329988�����本报地址：长沙市芙蓉中路一段 440号 邮编：410005

苏宁全面打造现代商业服务平台
下一个十年，苏宁往哪里去？
11月11日， 苏宁电器在南京举行全

球供应商大会，董事长张近东向全球500
余家知名家电供应商及其他领域的合作
伙伴，阐述了苏宁2011年至2020年的十
年蓝图。

全球领域的家电、IT、运营商等战略
合作伙伴高层共500余人参与此次盛会，
美的集团董事长何享健、 中国联合网络
通信有限公司总裁陆益民、 海信集团董
事长周厚健、IBM全球高级副总裁及全
球咨询服务部总经理Frank�Kern、 索尼
集团执行副总裁久保田阳、 联想集团董
事长、CEO杨元庆等苏宁战略合作伙伴
的高层出席会议并发言。

确定两大主攻方向
张近东说，未来十年，苏宁连锁网络

将全面覆盖中国绝大部分的县级市场和
华南、华北、华东发达的乡镇市场，店面
总数达到3500家。“同时立足香港市场，
渐进拓展东南亚和欧美市场。” 其次，苏
宁将从家电专业实体连锁向虚实并重全
品类网络购物升级。 苏宁计划借助网络
购物平台，发展百货、图书、家居、家用等
全品类商品经营， 建立一个线上线下联
动、前台后台兼容的一站式购物平台。

构建四大价值平台
张近东说， 苏宁将竭力打造四大价

值平台，实现与供应商的共赢。
首先是服务供应商， 打造开放型企

业资源平台。比如，在网络购物中，苏宁
易购将开放供应商平台， 建立更多的
B2B2C品类门户、品牌窗口等；

其次是服务消费者， 完善智慧型供
应链平台；

第三是服务社会，创建人际互联、人

机物联的云服务平台， 苏宁的计划是建
立跨行业的物联技术标准；

最后是服务行业，共建战略规划型、
年度计划型厂商合作平台， 苏宁希望能
够在厂商之间建立战略型长期合作关
系， 规划三到五年时间双方合作的销售
增长目标、地区发展目标、各自利润增长
目标等。 ■记者 唐能

本报11月14日讯 11日， 国内首架
搭载机上无线局域网的客机在京完成特
许飞行， 国航成为国内第一家获得民航
局无线局域网航班运营许可的航空公
司。国航方面透露，无线局域网航班15日
首航成都， 国航将逐步在全机队推广机
上无线局域网。 记者14日联系国航长沙
营业部， 相关负责人表示国航飞湖南的
航班暂时无此计划。

据了解，此次执行航班为北京-成都
CA1405/1407， 成 都 - 北 京
CA1406/1408。届时，机上旅客可以通

过笔记本电脑、 平板电脑等终端设备体
验空中无线局域网上网。

尽管无线局域网航班支持笔记本电
脑和平板电脑等终端设备， 但是该无线
局域网航班上依然不能使用手机等移动
通信终端。特别是iPhone用户，即便取下
号卡也不能开机。 但国航方面表示，未
来， 国航将进一步通过该网络实现地空
通讯， 届时旅客就可通过网络接入互联
网，自由与地面互动。

国航方面还表示， 目前暂无向旅客
收费的计划，不会额外收取费用。

此外， 机上无线局域网不会影响飞
行安全，但起飞和降落时不可使用，只有
在平飞阶段才可体验。在使用时，乘客自
带的电脑等娱乐电子产品可连接在机舱
内的无线局域网上， 但不能接入地面网
络。

无线局域网还为机舱内的旅客创造
了一个真实的社交平台。 旅客们可以通
过“E起聊”沟通交流打发旅途时光，也可
以通过“结伴游” 商定旅游计划结伴出
行。“E起聊” 还具有座位号显示功能，方
便寻找聊天对象。 ■记者 朱玉文

乘飞机不再枯燥 可空中上网了
国内首个无线局域网航班今日试运营，湖南航班暂未此项服务

本报11月14日讯 想和大兵“策”一下，顺
便花299元买一台“国产苹果”尼彩手机吗？机
会来了。本月16日，大兵将亲临长沙喜来登大
酒店尼彩发布会现场和读者朋友见面。

上周六，该消息一见报，立刻吸引了众多消
费者打来电话预约报名，100个名额在两个小
时内被迅速抢光。为回馈长沙消费者的热情，尼
彩CEO卢洪波今天透露， 特地再次增加100个
名额。据介绍，每位报名到场的读者朋友还将获
得100元代金券， 相当于所有手机的价格在工
厂价的基础上再降100元，非常超值。

记者从尼彩方面了解到，此次发布会将推
出商务手机K10、 国产“苹果”i8的升级版
“i8+”， 以及大屏PDA手机I6、i9等全线产品。
卢洪波说，此次发布会请来湖南知名度极高的
笑星大兵作为尼彩形象代言人，是因为其气质
形象更能衬托尼彩手机走高性价比手机路线
的理念。

报名还在继续，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拨打本
报热线 0731-82769055、0731-82769077报
名。 ■记者 杨迪

和大兵对“策”
顺便买国产“苹果”

岁末将近，圣诞、新年甚至春节的销售激
战似乎已酝酿成熟， 国内腕表旗舰品牌依波
日前抢先亮剑，推出多款圣诞新品，其中最惹
眼的当数卡纳 KANA2012 年度限量款，梦
享。

据介绍， 梦享是依波卡纳珠宝腕表品牌
继 2011 年“幸符”之后推出的又一概念款腕
表，同样采用名贵材质，沿袭瑰丽绚烂的花型
设计。

梦享采用 18K玫瑰金塑造出立体花型壳
体，204颗奢华钻石和 257颗瑰丽红宝石铺成
灵动花瓣，8 颗克拉级彩色宝石点缀其间，惊
艳之貌、 绝世风姿令人倾倒， 全球限量发行

60枚更加凸显了梦享的尊贵感。
作为卡纳形象代言人， 台湾当红女星吴

佩慈称，佩戴“梦享”令其自信倍增。辛苦打拼
了一年， 圣诞和新年是犒赏自己和感恩亲朋
好友的最佳时节， 卡纳珠宝腕表不失为女士
们的最佳选择单品之一。

此外， 机械表是依波为
年底大战准备的主力军。 近
年来，机械表受消费者热捧，
依波机械表不断推陈出新，
无论在设计、品质和价格上，
都兼顾了时尚品味和贴近市
场而倍受青睐。

依波率先吹响圣诞璀璨集结号

梦享

�������我所受湖南长丰汽车零部件控股有限责任
公司（以下简称“长丰零部件”）的委托，对湖南
长丰六和铝镁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丰六
和”） 37.5%股权转让发布公告。
一、标的基本情况：

长丰六和成立于 2004 年 9 月 16 日，位于衡
阳市高新技术开发区芙蓉路， 注册资本为人民
币 19872 万元，股权结构为：六和机械投资（中
国）有限公司持有 62.5%股权，长丰零部件持有
37.5%股权。 公司经营范围：设计、制造和销售汽
车、摩托车用铸锻毛坯件，汽车关键零部件，有
色金属复合材料、新型复合材料，车轮总成以及
对销售的产品进行维修服务。

根据湖南湘亚资产评估事务所出具的湘亚
报评字【2011】第 039 号资产评估报告，以 2011
年 3月 31日为评估基准日， 长丰六和经评估的

资产总计为 36513.39 万元，负债总计 16573.8 万
元，净资产 19939.59 万元。 目前，长丰零部件将
所持有长丰六和 37.5%股权进行转让，转让行为
已形成内部决议并经省国资委批准。 评估报告
结果已经省国资委备案。
二、挂牌价格：人民币 6960万元。
三、联系方式：王女士 0731-84178669����
���������������������刘先生 0731-84178680
四、公告期限：自 2011 年 11 月 15 日起至 2011
年 12月 12日 17:30时整止。 如在本公告期限内
征集到两个及以上符合条件的意向受让方,则采
取网络竞价的交易方式确定受让方。
五、其他需披露的事项、付款方式等详细信息请登
录湖南省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www.hnaee.com�。

湖南省联合产权交易所
2011年 11月 15日

湖南长丰六和铝镁制品有限公司 37.5%股权转让公告

遗失声明
湖南省公安民警基金会永州办事
处遗失机构登记证副本湘基证第
20-138号，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李展遗失坐落于里仁坡 047 号
201 房的权证号为 00654359 的
房屋产权证，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芙蓉区迅杰数码图文服务
部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 许可证
号：J551000710140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省公安民警基金会衡阳办事
处遗失机构登记证副本湘基证第
20-128号，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协创广告有限公司遗失中
国人民银行核发的银行开户许
可证，核准号：J5510008443901，
声明作废。

彭灿遗失就业协议书，编号：
1111055400323，声明作废。

寻人启事
王强， 男，25 岁，
1.75米，偏瘦。 于
2011 年 10 月 19
日外出未归，操
益阳口音， 有轻
微痴呆， 如有知
其下落者请与王
先生联系。 当面
酬谢！ 联系电话：
13467593469

遗失声明
长沙市雨花区敬展鞋店遗失税
票一张， 号码为：05097790，金
额 560元，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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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湘平遗失户口簿，身份证号
430103196009183053，声明作废。

王涛 430111199211041714身
份证遗失，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汨罗市李家 镇喜洋洋母婴童用
品专店， 遗失食品流通许可证副
本，许可证编号 P4306811050000
962，特声明作废。

李远福遗失户口内页，身份证号码
431224198308040391，声明作废。

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 2011 年 11 月
23 日上午 10 点在长沙尚来商务酒
店贺龙店对型号 SK-70SR 神钢履
带式挖机 1台进行公开拍卖。 标的
竞买保证金 5万元，展示、竞买保证
金到账和报名登记日至 2011 年 11
月 22 日下午 5 点止。 咨询电话
82953150、13874947155；报名地址：
长沙市芙蓉中路佳天国际新城南栋
33E；工商监督 89971678。

湖南飞龙拍卖有限公司
遗失声明

湖南省收藏协会工艺美术委员会遗
失社团分支（代表）机构登记证：湘社
证字第[1997]19-7号，声明作废。

易宇翔遗失集体户口卡，身份证号：
430181199102123728，声明作废。

陈春香 430528198702198227身
份证遗失，声明作废。

寻人启事
李佩林女现年 53 岁
身 高 159 厘 米 ， 于
2011 年 7 月 26 日在
长沙市教育街外出至
今未归。 因她患有老

年痴呆不知回家， 望知其下
落的好心人告知，当面酬谢。
电话：13607448717、13607435380

公 示
������芙蓉区京都电玩城拟在府
后街中山路 267 号开办文化经
营场所 ,经营项目电玩 ,经济性
质个体,经营范围电子游戏。 该
场所法定代表人:吴华峰,男,40
岁籍贯:湖南。 主要负责人:吴华
峰,男,40 岁籍贯:湖南。 按照国
务院《娱乐场所管理条例》和中
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公众聚
集文化经营场所审核公示暂行
办法》的要求,对此进行公示,如
有意见和建议请自公示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向长沙市芙蓉区
政务服务中心文化窗口反映,我
们将根据您的反馈意见诀定是
否举行听证。
联系电话 0731-84683273

长沙市芙蓉区京都电玩城

公 告

遗失声明
湖南慧谷教育培训中心遗失中
国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核发
的银行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
J5510005111701，声明作废。

王静遗失报到证，证号：
20111055420187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省公安民警基金会岳阳办事
处遗失机构登记证副本湘基证第
20-129号，声明作废。

苏宁电器集团董事长张近东在全球供应商大会上致辞。（资料图片） 发布会名额再添100
有兴趣赶紧报名

本报11月14日讯 美国奶业巨头美赞臣
近日在广州投建的婴幼儿营养品研发中心正
式启用。这也是继雅培、惠氏、雀巢之后，第4家
在国内设立研发中心的外资奶企。

美赞臣在广州的研发中心将和上海科学
院合作，研发适合中国人体质、口味的婴幼儿
奶粉。据了解，受到信任危机影响，国内奶企在
奶粉市场的占有率节节下 滑。目前，中国大陆
和香港地区一跃成为了全球最大的婴幼儿进
口奶粉消费市场。业内人士分析，洋奶企在国
内频建研发中心不断“本土化”，将给国内奶企
带来严 峻的市场压力。

■记者 唐能 实习生 彭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