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86岁的华人富豪李嘉诚
因为担心三件事情而睡不着，
其中一件是当下的信任缺失。

在今年6月26日汕头大学
的毕业典礼上，李嘉诚直言不
讳地说：“我忧心，人与人之间
欠缺互信；信任是凝聚理性社
会一个重要的环节，当它未能
成为润泽社会的‘正能量’，当
大家总觉得一切在变味，对一
切存疑，认为公平公正公义被
腐蚀时，政经生态均会走向恶

性循环的大滑坡；构建社会信
任是民族最好的无形资产。”

也正因此，李嘉诚的私人
基金在7月份将巨额资金投向
了一家成立于西班牙的“个人
信誉网站”， 该网希望为每个
用户建立一个“信誉护照”，证
明其本人“信得过”。

这让人想起了淘宝网。作
家余华说：“在一个诚信缺失
的社会里，淘宝网能够迅速壮
大的根本原因是马云在2004

年创立了支付宝。” 在余华看
来，支付宝有效地解决了网上
购物的信用问题之时，也从另
一个侧面说明了中国社会正
在失去信用。阿里巴巴人统计
称，每天这里在线商品数超过
8亿件。 得到差评的人会想尽
各种办法讨好或者威胁买家，
得到好评的商家更容易让后
来者直接下单，这一切皆有赖
于“诚信”二字。

在当下中国，重塑诚信生

态，已成为当务之急。
2014年，国务院印发了《社

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
（2014－2020年）》， 中央精神文
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印发了《关于
推进诚信建设制度化的意见》，
全国各地也推出了一系列“倡导
诚信，惩戒失信”
的具体举措。

社会 信 用
体系在中国，正
加速搭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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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嘉诚为什么睡不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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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情趣行业摸爬滚打十
多年的蔺德刚说，“你很难想
象，一个人的性是压抑的，而他
整个人的生命却是昂扬奋发
的。”对于数千万异乡打拼、精力
旺盛，却尚无法建立稳定殷实家
庭的年轻人而言，爱的安全感尤
其珍贵。从这个意义上说，情趣
产品不仅是生活的点缀，更为今
日转型社会中的中国人提供了
一个延伸自我真性情的选项。但
要实现这样的功能，首先要求情

趣行业能提供安全可靠的产品、
高品质的服务。

“如果是那种点着一盏小
灯的神秘小店，通常后来者看
到已经有顾客在里面买东西，
会扭头就走。” 中国内地规模
最大的成人情趣连锁品牌掌
门人刘波说。

刘波的团队有其秘诀：从
销售场所的规划到产品的运
用，一切设计都以带给消费者
充分的安全感为目的。

坚持这样的态度，刘波的
品牌将一个原本有些“鬼鬼祟
祟” 的行业做得光明正大。从
2006年开设第一家实体店至
今，该成人品牌已经在全国开
设近千家分店。

但少数品牌的成功并不
能遮盖整个行业的先天不足。
“1986年， 大家曾把成人用品
等同于‘淫具’，生产和销售跟
性有关的物品是犯罪行为。”
刘波说。

2003年8月， 国家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总局发布《关于仿
真式性辅助器具不作为医疗
器具管理的通知》。从此，性用
品在中国不再是特殊商品，无
需前置审批和专门管理。而直
到今天，无论行业管理还是产
品质量控制，
成人情趣用
品尚未建立
统一的国家
标准。

《瞭望东方周刊》

情趣改变了谁

【扫我看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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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中国梦的物质基础是什么？
实业是经济的基础，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需要实
体经济健康、稳定地发展。因此，重
振实体经济应成为当前中国各级
政府的重要责任和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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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食品业“全岛沦陷”
“馊水油”事件爆发，营销专家

李志起认为只有两种办法才能有
效防控：一是企业派检验员入驻供
应商工厂，对产品的品质进行检验
和把控；二是聘请第三方专业检测
机构，代企业进行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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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镀金年代”到“真金社会”
当年金光闪闪的“镀金年

代”，整个美国以金钱挂帅，社会
甚至形成了戾气。大萧条之后，遂
致力于社会的公平改革， 使整个
国家成为各方面提升的“真金社
会”。中国现在也到了走向“真金
社会”的转型阶段。

“看中国经济，不能只看眼
前、看局部、看‘单科’，更要看
趋势、看全局、看‘总分’……中
国经济有巨大韧性、 潜力、回
旋余地，我们采取的措施既利
当前、更惠长远，有能力防范
出现大的起伏， 更不会发生
‘硬着陆’。”

在夏季达沃斯论坛的每一
个公共场合， 李克强总理充满
自信地将事实和数据一一展

示。据测算，2013年中国对世界
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接近30%。

“如果我们继续保持这个
势头，那对世界可以说提供了一
个巨大的市场，也就是说把中国
自己发展的事情办好，就是对世
界最大的贡献。”李克强说。

正因为如此， 中国经济能
否实现今年的预期目标也成为
与会者关注的一个焦点。“大家
都关心中国经济增长的数据，

但对于中国政府来说， 最关注
的还是中国就业的情况。”李克
强表示，截至8月份，中国的城
镇新增就业已经接近1000万，
接近全年目标。

对于业界广泛提及的“微
刺激”，李克强也首次公开作出
回应，“我们没有依靠‘强刺激’
来推动经济发展，而是依靠‘强
改革’来激发市场活力。”他说，
中国政府会继续坚持稳健的货

币政策。在稳定总量的同时，一
方面进行结构性调控、 定向调
控， 把已有的存量货币和增量
货币向农业、小微企业、新兴产
业、高技术产业倾斜;另一方面，
通过结构性改革来推进结构调
整，在运用货币
政策的同时进
行金融改革，努
力控制和降低
企业的杠杆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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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不会发生“硬着陆”

【扫我看全文】

遗失声明
长沙市铁牛节能设备有限
公司遗失税票领购本，税号:
243011230008，声明作废。

重点关注高端制造业， 特色地
产，矿产，农林牧业，服务业，医
药能源等领域投资业务。
诚招业务代表，录用后待遇优厚
手机：13956049130樊经理
邮箱：13956049130@163.com

安徽尚华投资

经股东会决议，本公司决定注
销，请各债权人于本公告登报
之日起 45日内来本公司清算组
申报债权，联系人:胡扬，电话:
18174660909，地址:长沙市岳麓
区岳麓大道 355 号西城龙庭 12
栋 1504房。

湖南春水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注销公告
李立，注册造价工程师证，编
号 0022336；李立，注册造价
工程师注册证，编号：建【造】
02430001547；李立，中南工业
大学学士学位证，编号 930079，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新泓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本会受理的 2014 长仲字第 432
号申请人李自力与被申请人长
沙新泓信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之间的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司公告送达仲裁申请
书副本、举证通知书、仲裁员
名册等有关材料，请你司在本
公告刊登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
会领取，逾期即视为送达。 你
司的选定仲裁员期限、答辩期、
举证期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7 日、
15 日、30 日内。 申请人选定
周正坤为本案仲裁员，若你司
在规定期限内未选定仲裁员，
亦未与申请人就首席仲裁员人
选达成共识，本会主任将依法
指定黄绍勇为本案仲裁员，指
定康笃华为本案首席仲裁员，
三人组成仲裁庭，并定于 2014
年 12 月 22 日上午 10:30 开
庭仲裁。 本会地址：湖南省长
沙市芙蓉中路二段 80号顺天国
际财富中心 20层。
联系电话：0731-84898620。

长沙仲裁委员会公告

湖北孝感化工园，地价低，有各
级政府批文，有热能供应，有盐
矿资源，有污水处理厂，已通过
环评、安评。 电话：13807120138

土地招商

麻将扑克无破绽绝杀 15873180989
顶级高手纯手法代玩

大额资金支持企业及各类项目
融资借款，200 万起贷， 利率低
放款快速，轻松解决资金困难！
028-86759888（华汇中融投资）
成都市顺城大街 269 号富力中心 14 层

雄厚资金 全国直投

娱 乐 设 备
娱乐之用 严禁赌博

公告声明

凭本市身份证当天放款，保密无抵
押（五一广场新世界百货 1301室）
电话：83525860、13657485968

急用借款万
金

最新扑克分析仪：适合斗牛金花三公
等，庄闲通杀，必赢绝技包教包会
包赢麻将机，可起手好牌，保证自摸

常胜牌技

长沙汽车南站后
面和一大酒店15211117272
实战牌具
低价安装麻将机程序，宽范围扑
克分析仪, 桌上无需放东西，一
对一透视眼镜。 筒子,密码麻将，
白光扑克等。
长沙晚报对面 134 6767 1788

优质贵酷老窖酒和芒果汁、苹果
醋饮料。 厂家投市场真扶持利润
大。 厂方热线:18374875188 陈总

白酒饮料招各地代理

你炒股、我垫资
按天数计息，有用才算 84257918

招商投资理财咨询

各类大小项目借款， 三百万起
贷，地域不限，个人，企业均可手
续 简 单 、 利 率 低 ， 放 款 快 。
咨询电话：028-68807888

金融世家豪丰投资咨
询

提示：本栏信息不作法律依据，请慎重审核对
方资信产品，切勿盲目经济往来，谨防受骗

1万配资 10万。 13397513388
我出资你炒股炒期货

有无抵押当天放款 18874925365
南辰借款

办理矿山、水电、农林、房地产、
企业个人、项目工程等投资。
电话：0731-88033315，18569073091

中瑞投资

专业代办大额信用卡下卡快 ，前期无任
何费用：13142239881 代办大额信用卡5-50 万,无前期费

用 13677338159

世纪创投投资
本公司资金实力雄厚，可
为各类大小项目提供资金
帮助， 轻松解决您的资金
困难，手续简单快捷，全国
直投，项目不限，企业、个人
均可。 代打各类保证金

400-9055-888

团队主任 13574846111杨律师
专业刑事辩护团队
律师 调查

付律师13975826245 免费咨询
合同债务婚姻劳资法律顾问 特价搬家 拆装空调永发84712408

85653588

招聘搬运工

财运来特价搬家 拆装空调
85594898

一定发84478678

A级诚信单位
搬家移空调 招司机搬运工

搬家 回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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