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12月13日讯 中国联通正在进行
重组后最大规模中高层调整。 新浪科技引
述知情人士消息透露， 中国联通上周已开
会决定一些省公司一把手的更换， 预计这
并非最后的全部结果，最终估计有1/3的省
公司将更换主要负责人。

这其中包括， 北京联通总经理将由湖
南联通总经理汪世昌接任， 现任总经理刘
守江将改任党委书记； 中国联通销售部总
经理于英涛将到浙江联通任总经理， 广东
联通副总经理周友盟将接替于英涛任集团
销售部总经理， 广东联通副总韦秀长任河
北公司总经理。

实际上， 传言中涉及的只是提拔或平
调的联通中高层，基本都属于“向上走”，但
目前还没下发文件。 ■记者 肖祖华 整理

传湖南联通总经理调往北京
中国联通最大规模中高层调整

本报12月13日讯 近日， 由国家旅游
局批准，中国旅游协会休闲度假分会、去哪
儿网、中国旅游休闲网联合主办的“第二届
中国休闲创新奖暨第五届中国最佳旅游供
应商颁奖” 盛典在北京举行。50家旅游行业
供应商由网民从去哪儿网700多家候选名单
中选出，获评“中国最佳旅游供应商”殊荣。

■记者 唐能

网民选出
50家“中国最佳旅游供应商”

长沙楚雅医院

地址:长沙市车站北路 127号楚雅医院四楼（火车站往北直走 500米）

专
治 病毒疣·疱疹顽固·复发

“基因激活排毒、血液渗透疗法”震撼问世，一次性治好
病毒疣、疱疹，当天见效，标本兼治，确保不复发
病毒疣、疱疹为何容易复发

病毒疣（HPV）是乳头瘤病毒感染，为生殖器、肛周长菜花、肉芽
状增生物。疱疹（HSV）由单纯疱疹Ⅰ-Ⅱ型感染，为生殖器长水疱、红
肿、溃疡。 该病毒变异快，复发程度高，一般常规治疗无法彻底根治，
一旦人体免疫下降，病毒会再次分裂、复制及变异，反复发作易癌变。

国际尖端技术震撼问世 病毒疣、疱疹关键要排毒除根
长沙市楚雅医院引进美国哈佛大学 DNA 生物分子定

型定量检测仪，只需一滴血或分泌物就能准确、快速查出高、低
危型病毒和类型、数量及复发原因。 运用科研新成果，可一次性靶
向杀死神经节、细胞核内病毒并游离出来，数小时内患者可亲眼
目睹毒素排出体外，全面清除体内残余病毒，斩断复发根源，修复
自身免疫系统，并产生抗体。
专家、教授为您健康保驾护航 全面解决病毒疣、疱疹复发难题

基因激活排毒、血液渗透疗法，特别针对：长期采用常规保守
治疗，久治不愈、反复发作的患者有特效。 经北京、上海、昆明等十
八家医院临床验证，治愈率极高。（此疗法湖南省楚雅医院独
家使用，任何医疗机构不得仿冒。 ）

郑重
承诺

无论疣体大小、轻重，均能
一次性治好。 签约治疗，法
律公证，发放信誉卡。 外地
患者随治随走， 为患者保
密。 节假日不休。

就诊请到四楼病毒疣、疱疹治疗中心
专家预约
0731-84147922

中国湖南病毒疣疱疹生殖研究基地

126 元

网址：www.chuyaminia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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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综合

为何血压总是“坐电梯”
裘先生问：我二年前诊断出高

血压，药也在吃，但效果总是不理
想，血压就像“坐电梯”一样上上下
下。 请问有没有一个整体解决办
法？

据中国医师协会高血压专家
委员会副主任余振球教授介绍，血
压不稳定、老降不下来、压差大等，
是大多数患者经常面临的问题，血
压波动并不可怕，关键在于综合防
控。所谓综合防控，即为倡导合理
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
衡的健康生活方式，提高社区人群
高血压及其并发症防治的知识和
技能，树立高血压及其并发症可以
预防和控制的信念。并且要在社区
综合防治的过程中，通过广泛宣传
高血压防治知识，提高社区人群自
我保健知识，引导社会对高血压防
治的关注。

复方利血平氨苯碟啶片，商品名称
为0号，是由中国人自己研制的、适合中
国高血压患者服用的长效复方降压药。
自上市30余年来， 已有上千万人次服
用。 多年来，0号产品凭借其有效性、安
全性，尤其是经济性的特点在高血压药
物零售市场中排名榜首，具有良好的群
众基础。

随着中国医疗体制改革的进一步
深化，城市社区医疗作为医改方案的重
要组成部分，越来越受到社会和医务工
作者的普遍重视。“普及社区人群治病、
防病知识”已成为未来社区卫生服务工
作的重要内容之一。目前，我国城市社
区卫生服务网络初步形成。随着社区网
络建设的同时，双鹤药业开展了针对社

区医生及患者的教育活动。 多年来，双
鹤药业针对其拳头产品———0号在社区
开展宣传，普及高血压知识，得到了广
大专家和社区医生的认可，其销售额在
社区高血压用药中名列前茅。以北京的
社区卫生工作为例，2006年底，0号通过
卫生部层层筛选以及专家小组的价格
谈判和评定，入选《北京社区服务药品
政府集中采购成交品种目录》， 成为北
京市规划范围内的2600个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站）治疗常见病、多发病、慢性
病的常用药品。仅2007年一年，0号在北
京社区卫生服务销售量达2000余万片，
成为北京社区高血压患者首选用药。

高 血 压 免 费 咨 询 电 话 ：
8008103536

“0号”———社区高血压患者的首选药

降压知识

经济信息

■记者 肖祖华

团购、 一口价促销的楼盘层出不穷，
新开楼盘也大都降低了预期价格，“明折
暗降” 将长沙年底楼市吵得热热闹闹。在
这片热闹当中，长沙楼市上月的均价却不
见松动。据长沙市相关政府部门权威数据
显示，11月长沙市内五区住宅成交4181
套，成交均价7001元/平方米，在销售套
数呈不断走低的情况下，内五区成交均价
仍站在7000元/平方米的关口。

近日， 中国指数研究院最新发布的
《1-11月全国房地产开发经营数据解读》
显示，中国住宅销售均价已连续四个月下
降。 为何全国住宅销售均价连续下滑，而
长沙楼市的均价并不见松动呢？业内人士
表示，长沙楼市“暗降遮盖了明降”，楼市
反映在成交均价上的状况相对滞后。

全国均价连续四个月下降
近日，《1-11月全国房地产开发经营

数据解读》显示，全国住宅销售均价已经
连续四个月下降，同时累计销售面积和销
售额增速均出现放缓。

根据统计，今年1-11月，全国商品房
和住宅销售均价分别为5474元/平方米和
5096元/平方米，较1-10月销售均价分别
下降0.5%和0.7%， 比去年同期分别上涨
6.8%和5.8%，增速继续放缓。数据显示，11
月， 全国100个城市住宅平均价格为8832
元/平方米，与10月相比下降0.28%。

销售面积方面，截至11月末，全国商品
房销售面积为9.0亿平方米，同比增长8.5%，
增速与1-10月相比下降了1.5个百分点。其
中，住宅销售面积为8.0亿平方米，同比增长
7.5%，增速也比1-10月下降1.5个百分点，比
去年全年增速低0.5个百分点， 增幅略小于
商品房总体情况；办公楼和商业营业用房销
售面积分别同比增长10.1%和17.0%， 增速
较1-10月均有所缩小。

对此，报告分析认为，无论从商品房
整体还是住宅的情况来看，11月单月销
售面积和销售额均延续上月的下降趋势，
显示当前房地产市场成交方面受调控政
策影响显著。 虽然开发商加大推盘力度，
但供应的增加并未带动成交量的显著上
扬，反而明显呈现单月下降趋势。

长沙上月住宅销售量跌价稳
在全国住宅销售均价连续四个月下

降的情况下，长沙上月住宅成交均价并没
有松动。

据长沙市相关政府部门权威数据显
示，11月长沙市内五区住宅成交4181套，
成交均价7001元/平方米，在销售套数呈
不断走低的情况下，内五区成交均价仍站
在7000元/平方米的关口。

相关数据显示，2011年，长沙楼市内
五区成交价格一直呈稳步向上趋势。 从1
月份的5992元/平方米， 到5月份的6307
元/平方米，再到8月份的7132元/平方米。
随着调控深入和持续，接下来的几个月一
直维持在7000元/平方米左右。

随着房产调控的步步推进，虽然价格
依旧坚挺，但是消费者的观望情绪却日渐
浓厚。相比成交价的稳步上升趋势，成交
套数却呈现出相反曲线。1月份，长沙内五
区成交15214套，这里面有2010年年底成
交滞后因素，2月份降到6181套， 此后三
个月持续上涨， 并在5月份达到了年内高
峰9367套， 此后连续6个月缓步向下， 11
月份的4181套为年内最低点。 值得注意
的是，长沙上周新房成交量上涨近2成（详
见本报12月13日B03版相关报道）。

长沙“房价差”在逐步增大
进入11月份以后，长沙楼市的“寒

冬”形势进一步显现，为拉动销售，开发

商纷纷打出了“促销降价”牌。但是为何
长沙楼市的成交均价不见松动呢？

长沙嘉业房地产顾问有限公司总经
理张拥军认为，一线城市的降价潮拉低了
全国住宅销售均价。一线城市的降价从今
年3月份就已经开始， 目前已经体现在了
数据上，长沙从9月份才开始降价，数据反
映相对滞后。

长沙新环境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明宾表示，长沙的房价基数相对较
低，所以降价的空间不是很大。目前还没
有形成大面积的降价，部分楼盘的降价很
难拉动住宅成交均价。

湖南大学研究生导师、省科学研究院
研究员王义高表示，“暗降遮盖了明降”，
长沙楼市的降价主要还是以暗降为主，
“送精装、VIP认筹”等促销手段进行的降
价不会体现在成交价上。另外，一些高性
价比的高价楼盘拉高了住宅成交均价。数
据显示，11月份长沙成交的4100多套成
交房源中， 成交套数最多的是7000元区
间，达到了1359套，接下来才是 5000元以
下，为1045套。

他说，目前长沙主城区的一些高性价
比楼盘不但没有降价，反
而在价格上有所上涨，而
城市外围的一些楼盘都压
低了自己的开盘价，3字头
的楼盘不断显现， 这使得
长沙楼市的“房价差”在一
步步拉大。

全国住宅销售均价连续4个月下降
7000元/評！ 长沙上月房屋均价仍未见松动迹象

本报12月13日讯 今日，长沙市首批婚
庆国标示范机构在中南地区抢先出炉，长
沙花喜行婚典企划、融尚婚典、博雅庆典等
9家机构获此殊荣。

长沙市婚庆行业协会会长刘轩畅表示，
长沙婚庆机构有800—1000家，而上规模的
仅有200家，婚庆“游击队”不在少数。明年
协会将规范长沙婚庆主持、摄影、摄像、化妆
等岗位的服务标准和价格体系， 制定长沙市
婚庆企业和机构的常规服务项目市场最低指
导价。 ■记者 未晓芳

长沙首批婚庆国标示范机构出炉
明年将推婚庆服务最低指导价

系列报道之11

■制图/杨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