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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金跃军遗失营业执照正副本，
注册号 430681600029708，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雨花区三昌食品经营部
遗失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
沙东风路支行开户许可证，核
准号:J5510014209601,另遗失
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公告声明

刊登
热线 0731-84464801

13875895159
郑重提示：本栏信息不作法律依据，请慎重核对对方身份、资信，切勿盲目经济往来

◆严凯遗失司法警官学院学生证，
学号 201520430116，声明作废。

◆陈建平(身份证号:43042119
8212090010)2010 年通过的全
国专业技术职称外语综合 A级
证书遗失，声明作废。

◆周添、龙佳敏,遗失株洲市石
峰区云田乡百合村烟塘组 2
号 ,一家两口户口本半年 ,户
号,4302031515129380声明作废

◆谭小岛遗失二代身份证，证号
430103199206110527 声明作废

◆周辉（识别号 32032319830926
3813）遗失税收缴款书第一联，
湘地税号 05372612 声明作废。

◆唐瑛 430103197509074069号第
二代居民身份证遗失，作废。

◆陈琼律师遗失专职律师执业证，
执 业 证 号 :14301201411745656，
执业证流水号 :10602731，特此
声明作废。

◆彭佳遗失户口本，身份证号 :
43010219790410302X，声明作废。

◆刘仲芳遗失湖南财经学院 1983
年毕业证，编号 0249，声明作废。

◆本人王淼，系湖南大学金融与
统计学院 2013 级硕士研究生，
遗失本人的《2016 年普通高等
学校毕业生就业协议书》，编
号为 S131810055，声明作废。

◆喻朝辉遗失安乡县陈家嘴镇国土
证，地号 03-20-18-535，声明作废。

◆贺国华、王念阳遗失长沙天轮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开具的购
买英郡年华公寓 6-112 的销售
不动产统一发票（自开），发
票代码：243001300300，发票
号码：20006346，金额：1571
009 元；遗失收据 2 张（房屋维
修基金凭证号码：3228801，金
额：7978 元，按揭、权证的凭证号
码：3228802，金额：132936 元，
出据日期：2014 年 1 月 20 日）
特此声明作废。

◆黄小平遗失安邦财产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交强险标志 13000100
001600582399声明作废。

◆陈蹄遗失驾驶证,证号：4301111
98402012137， 档 案 号 ：4406010
68699声明作废。

◆金东辉遗失 2012年度长沙市英
语 A级(卫生类)全国职称外语
考试证书，声明作废。

◆张雷遗失报到证,证号:2014
12425300104，声明作废。

◆唐赛遗失湖南信息科学职业学
院毕业证书，编号:13836120
0906001528 声明作废。

◆徐海欧遗失常德师范学院毕业
证，编号 105491997b0891声明作废

◆黄金榜遗失身份证，号码 4301
24198005117770，声明作废。

◆曹鑫遗失身份证，号码 3604
81198710212621，声明作废。
◆蔺代林遗失身份证，号码 4301
81198909211070，声明作废。

◆周润姣遗失身份证，号码 4304
2519900512402X声明作废

5月27日，2016年能效标
识年会暨能效“领跑者”产品
发布会在京召开。本次会议以
“推动能效领跑， 助力绿色发
展”为主题，国家发展改革委、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质检总
局、国家认监委等四部委领导
及企业、机构的代表参加了会
议。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
信息化部、国家质检总局联合
发布了首批能效“领跑者”产
品目录，能效“领跑者”网站、

能效“领跑者”微信公众号也
正式亮相。作为率先入驻中国
能效标识二维码消费服务平
台的企业，国美电器在促进节
能减排、推动能效“领跑者”产
品上引领行业发展，国美电器
副总裁姜雪梅女士出席会议
并与参会代表分享了国美的
成绩和经验。

作为率先入驻中国能效标
识二维码消费服务平台的企
业，国美电器指出，节能减排、

绿色可持续发展是国美的社会
责任担当， 国美将发挥渠道连
接上下游的作用， 建立与国家
节能减排目标相一致的企业节
能机制。

国美作为中国最大的家电
零售企业， 在近30年的发展历
程中， 一直遵循经济创收与环
境保护并重的原则， 顺应节能
环保、绿色发展的消费趋势，发
挥自身纽带的作用， 构建了一
套具有国美特色的节能减排机

制，在采购、销售中实现了高能
效产品的供需零距离。

姜雪梅女士表示，在“全
渠道、新场景、强链接”的战略
指导下，国美将通过数字化创
新机制和产品结构调整机制，
持续为消费者塑造体验性、互
联网化的节能消费空间，全方
位推广能效标识2.0及相关产
品。同时，完善售后服务，着力
推动社会认可并使用高能效
产品。

国美率先入驻中国能效标识二维码消费服务平台

经济信息

■记者 蔡平

熊孩子打篮球砸碎人家
玻璃，保险也能赔？三湘都市
报记者发现，临近“六一”，多
家保险公司在第三方支付保
险服务平台打出了“宝贝守
护计划”、“熊孩子保险”进入
家长视野。

蚂蚁金服保险数据实验
室分析发现，儿童保险中，家
长投保意外险最多， 占一半
以上，投保健康险的约三成，
最后是教育金保险。 儿童保
险都有哪些？对于爸妈来说，
为孩子参与保障又该注意哪
些问题？

【动态】
儿童节现“熊孩子保险”

儿童意外险， 是家长为
孩子投保最多的一个险种。
“六一”前夕，蚂蚁金服保险
数据实验室数据分析显示，
在儿童保险中， 家长投保意
外险最多，占一半以上，投保
健康险的约三成， 最后是教
育金保险。

现在许多儿童意外险不
但能对儿童意外伤害进行理
赔，而且对“熊孩子”闯祸也
能理赔。

在蚂蚁金服保险平台
上，有保险公司推出了两款
“熊孩子” 保险———熊孩子
第三者责任险和熊孩子骨
折意外险。 前者主要保障1
至17岁孩子因过失致使他
人受伤或者财产损失产生
的费用，包括孩子打球时无
意砸坏了邻居的玻璃等都
在理赔范围内；后者主要保

障出生满28天到18周岁的
孩子因意外导致骨折等多种
情况的费用赔偿， 比如孩子
在玩耍中从楼梯跳下造成的
损伤。诸如此前“熊孩子”划
坏豪车面临高额索赔的情
况，就可以由保险买单。

【险种】
不同阶段需不同保障

除了“熊孩子险”，给孩
子的保险保障应该如何做
呢？

事实上，保险没有好坏，
只有适合， 适合自己的保险
才是最好的。那么，你的宝贝
适合什么险种？ 长沙某大型
保险集团的理财经理作了详
细介绍。

儿童意外伤害险的保费
便宜，保障额较高，属基础购
买险种。 保障范围是在孩子
发生意外事件后， 可以得到
经济赔偿。

儿童健康医疗险同样是
保费便宜，保障高，而且年龄
越小的孩子保费越便宜。保
障范围是在孩子生病后的医
疗费用报销。

儿童教育险则属储蓄
型险种， 定期定额缴费，作
为中长期的教育资金储备。
建议资产比较充足、有中长
期教育储备需求的家庭购
买。

儿童投资理财保险是投
资型险种， 比如万能险，保
费、保额自主，随时支取，保
障外还有收益。 主要适用于
有理财需求的家庭， 在孩子
的其他保障齐全后再考虑购
买。

“熊孩子保险”：孩子闯祸也能理赔
提醒：不同年龄段需要不同保障，教育金保险可免保费

购险建议

重疾对孩子来说性价比非
常高。孩子就是一张白纸，同样
的保额，费用比成年人低很多。
以50万的重疾为例，30岁的成

人一般年缴需要15000元以上，
而给刚出生不久的孩子买，
4000元至5000元就可以投保。
所以，重疾越早买越实惠。

新手爸妈常问： 孩子刚出
生，怎么买教育金保险？

其实，着急给婴幼儿买教育
金保险是个误区。教育金保险是
应该最后考虑的险种。教育储蓄
险主要解决孩子将来的学费问
题，保险相当于强制储蓄，为孩
子的学业支出专款专用。

值得一提的是， 父母在为
孩子购买教育储蓄险时是可豁
免保费的， 假若孩子父母一旦
发生意外，不需要再缴纳保费，
孩子仍可以得到一份生活保
障。这种保险既有储蓄的性质，
也有保障的性质， 但给孩子买
保险应先重保障，再重教育。

教育金保险可豁免保费

儿童重疾险宜尽早买

日常生活中，很多家长常
常为孩子买了很多份保险，却
不为自己投保，实际上，家长
也应当多考虑自身，毕竟对于
孩子来说，父母才是他们的保
险。

长沙某大型保险公司的陈

经理在和记者交流时也专门提
到了“先保父母后保孩子”的理
念，“只有家长保障齐全才是对
孩子负责”， 陈经理如是表示。
因此， 父母一定要先为自己配
备合适的保险产品， 同时给孩
子配备保险。

爸爸妈妈也可给自己来份保障

保本基金在震荡市中深得投资
者偏爱。据悉，新华阿鑫一号保本基
金首个保本期将于6月2日到期，投
资者可在当日进行第二个保本周期
的申购，仅限一天，保本额度上限为
13亿元人民币。WIND数据显示，截
至2016年5月20日， 该基金累计净
值增长率为23.30%，在同类产品中
业绩出色。数据显示，新华阿鑫一号
在偏债混合型基金近一年整体下跌
2.34%的大环境中，杀出重围，收益
不跌反飘红，净值增长6.85%，在86
只同类产品中排名前十， 成立以来
平均年化回报15.36%， 击败了81%
的同类产品。 ■黄文成

新华阿鑫一号
收益可观

基金资讯

3月底以来，A股在3000点左右
的“拉锯战”已持续两月。在许多机
构投资者的眼里， 目前是参与上市
公司定向增发的良机。 由于定向增
发的高资金门槛和专业性门槛，散
户很难直接参与其中，对此，泰达宏
利指出， 公募定增基金为中小投资
者提供了机会。 有折价优势的定增
基金有望成为受投资者青睐的投资
“利器”。Wind数据显示，2013年至
2015年，定增项目解禁后平均收益
率分别为54%、80%、56%， 与沪深
300相比， 收益显著。 在过去10年
间，定增几乎每年都实现正收益，据
统计，10年平均收益率达68.3%。

低位震荡市
可投资定增

利率处于下行通道， 货币基金
的回报能否满足你的要求？ 在利率
下降的通道中， 债券基金值得投资
者关注。 本月23日起至6月3日，工
银瑞信旗下工银信用纯债一年定开
进入运作以来的第三个开放期，值
得投资者关注。Wind数据显示，该
基金成立近三年来回报达到28.6%
（截至5月20日）， 折合年化回报
8.75%，且每年均为正回报。根据公
告， 该基金自6月4日起将进入下一
个为期一年的封闭期， 今年仅开放
这一次，机会难得。

工银信用纯债
开放申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