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盏王燕窝 2016新品来袭
战略合作国大药房

2016年 8月 29日， 盏王燕窝
2016新品发布会暨国大药房战略
合作启动会于深圳市盛大开启！
广东盏王制药有限公司推出盏王
即炖燕窝系列新品， 方便快捷的
免洗免泡即炖燕窝， 为都市快节
奏生活的人们提供便利。

新品发布会现场， 广东盏王

制药有限公司与国药控股国大药
房启动仪式正式开启战略合作。国
大药房广东广西几百家药店店长
参会，并特邀中国检科院专家对燕
窝的质量安全及溯源标签进行权
威的分析与解读，现场对燕窝及其
质量安全的知识进行培训学习，通
过国药控股国大药房连锁平台更

好的传播给老百姓。
盏王制药与国大药房携手推

广所有经营销售的燕窝产品均为
贴标 CAIQ身份证的溯源燕窝，为
国家监管部门打击非正规燕窝销
售市场出一分力，让老百姓能吃上
安全、放心的好燕窝。

（方敏智）

重走阳光路，东风日产阳光关爱助教再返甘南
8月 30日， 东风日产 2016年

“重走阳光路” 公益助教行动在甘
肃省甘南地区夏河县麻当乡化旦
尖措孤儿学校展开。

这是东风日产“阳光关爱·助
教未来” 活动的第 17 站，也是东
风日产回溯公益初心新的里程
碑。

本次回访， 东风日产联同 30
余名车主， 将价值超过 25万元的
电教用品、文具、生活用品等及时
送到化旦尖措孤儿学校的孩子们
手中，另外还翻新了学校使用了半
个世纪的土围墙。

8年来，东风日产一如既往地
坚持践行公益承诺。

东风日产乘用车公司党委书
记、 副总经理周先鹏承诺：“东风
日产多年来积极履行企业公民责
任， 未来也将继续发起和开展各
类公益活动，凝聚企业、员工、车
主、经销商以及社会各界力量，将
爱的阳光散播到更多有需要的地
方。 ”

匹克球星霍华德开启中国行
二代篮球战靴惊艳亮相

近日，“法国跑车”托尼·帕克来华
参加匹克国际篮球节，掀起第二波匹克
球星中国行的狂潮。9月 2日，拥有“魔
兽” 之称的 NBA巨星德怀特·霍华德
也将开启其第二次中国之行，与广大球
迷热力互动，在零距离接触中展现最真
实的美国篮球文化，并与大家一起见证
“霍华德二代战靴” 的惊艳亮相。

对中国，霍华德并不陌生。 匹克还

特别为霍华德组建名为“火华社” 的专
属球迷群体，一度引发球迷们的热切关
注和参与。

每一年的匹克 NBA球星中国行都
会令人期待，丰富篮球活动、与球星的
直接互动将匹克与 NBA所代表的中美
篮球文化交流深入到社会大众当中。本
次霍华德的中国之行又会发生哪些特
别的精彩瞬间呢？ 让我们拭目以待。

最赚钱偏股基金榜出炉
长盛基金两产品位居前十

截至目前公募基金 2016年半年报
全部披露，最受投资关注的偏股型基金
的赚钱榜也随之出炉。 统计数据显示，
股票型中有 74只赚钱， 混合型基金中
有 602只赚钱。

具体来看，偏股型基金上半年利润

超亿元的仅有 4只基金，且均为混合型
基金。其中长盛新兴成长上半年利润为
1.58亿，高居行业第 2位。长盛互联网 +
上半年利润也达 0.77亿，位居第 10位。
长盛基金是上半年唯一有两只产品进
入最赚钱榜前十的公司。

中秋节是我国的团圆佳节，
更是仅次于春节的第二大传统
节日。今年中秋，桂林两江四湖
景区为八方来客准备了丰富的
中秋活动： 古典传统的汉服着
装，正统庄重的儒家礼仪，原汁
原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展示，美
轮美奂的山色湖光，还有那一轮
象征着团圆美满的明月……如
此佳节美景，难道你还打算宅在
家里啃月饼？

2015年两江四湖中秋花灯
会在桂林掀起了一股中秋传统
活动热潮，赏花灯、猜灯谜、观汉
服等丰富多彩的现场活动令市

民游客大呼过瘾。据桂林两江四
湖景区的工作人员透露，今年灯
会在延续去年“儿童手绘花灯
展”、“传统拜月仪式”、“古南门
前猜灯谜”、“泛舟赏月放河灯”
等传统项目的基础上，还将扩大
规模，加入更多传统元素及非物
质文化遗产项目，吃喝玩乐应有
尽有，精彩程度只增不减！除了
这些活动，作为桂林名片的两江
四湖景区本身也是闻名全国的
赏月胜地。古有扬州“二十四桥
明月夜”， 今有桂林两江四湖月
下舟。除了活动现场丰富多彩的
演艺互动，游客们还有机会乘坐

两江四湖中秋专线， 泛舟湖面，
登楼赏月，纵览在两江四湖上的
各色桥梁、精品演艺，感受一场
古色古香的中秋花月夜。

中秋灯会期间，两江四湖还
推出“中秋花灯专线”游船产品，
游客可以乘坐豪华游船漫游桂
林市最核心的环城风景带，体验
绚烂花灯与自然山水的“华丽邂
逅”。在桂林两江四湖，最动人的
自然景观将与这场最丰富的中
秋盛会完美相融，最有味的传统
建筑与最明亮的月光交相辉映，
力求打造一场最闪、最嗨、最有
味儿的节庆盛会！ ■都娟

中秋节效应拉动长沙蛋价小涨
蔬菜价持续上扬，肉价相对稳定，部分秋令水果特价销售

桂林中秋节将再现“千盏花灯”

本报8月31日讯 受学校
开学和中秋节月饼制作等因素
的影响， 近日长沙市鸡蛋价格
上涨。 记者今天从长沙市发改
委价格监测中心获悉， 本周（8
月24日-8月31日，下同）长沙
鸡蛋价格较上周（8月17日 -�8
月24日，下同））上涨0.19%，均
价为每斤5.42元。 另蔬菜价格
持续上涨。

需求升温拉动蛋价上涨

“鸡蛋又涨了，这里每斤售
价五块二毛八， 还算是便宜
的。”今天，在长沙伍家岭一家
超市买鸡蛋的陈女士说，最近
长沙鸡蛋价格一直保持上涨
势头， 现在零售价格已经突破
了5元钱每斤。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一
个多月前， 长沙鸡蛋价格还基
本维持在4元至4.5元， 最便宜
的只要3.98元每斤。 虽然鸡蛋
价格最近涨得有些快， 但不少
鸡蛋销售商表示，“销量没有受
到涨价的影响。 随着中秋节临
近，销量可能还会更好。”

“主要是受中秋节日效应
影响， 需求升温拉动蛋价上
涨。”长沙市发改委价格监测中
心工作人员表示， 前段时间长
沙天气热，蛋鸡产蛋率降低，供
应量已相对减少。 而中秋节临
近，鸡蛋作为月饼的原材料，食
品加工企业鸡蛋需求增加、采
购力度加大； 另外随着学校陆
续开学，学校食堂积极备货，鸡
蛋销量也在增加。

监测中心工作人员分析，
鸡蛋价格预计中秋节后会逐渐
回落。

蔬菜价格持续上扬

由于近期秋夏换茬， 长沙
蔬菜生产逐渐进入淡季， 加上
部分菜地改种秋菜， 导致蔬菜
上市量有所减少， 本周蔬菜价
格继续上行。据监测数据显示，
本周蔬菜价格较上周上涨

0.37%，均价为3.57元，监测的
15个蔬菜品种9涨6跌。其中：西
红柿和青椒价格较上周分别上
涨3.83%和7.00%， 为每斤3.20
元和3.96元。 据马王堆蔬菜批
发市场监测数据显示，8月31日
交易量为1033万公斤， 较上周
上涨8.17%；批发均价为3.19元
/公斤，较上周上涨40.53%。

另据了解， 本周长沙猪肉
仍处于销售淡季，需求量不高，
价格小幅波动。监测数据显示，
其中精瘦肉和后腿肉价格较上
周分别下跌0.22%和0.79%，为
每斤18.31元和16.24元；肋排价
格较上周上涨0.18%， 为每斤
22.64元。

水产类价格微涨， 均价为
12.90元每斤 ， 较上周上涨
0.02%。其中大草鱼由于供应偏
紧，价格稍有上扬，较上周上涨
0.26%，为每斤7.72元。

部分秋令水果特价销售

绿色的云南橘子、 绿褐色
相间的冬枣、 黄色的蜜柚……
记者在长沙一些水果店发现 ，
除了西瓜、 葡萄等水果还热销
外， 一些秋令果品近期已陆续
上市。 有的秋令水果的抢鲜价
并没维持多久， 随着上市量的
增多很快便放低了身价，譬如，
在伍家岭某大型超市， 一周前
刚上市时云南橘子价格在每斤
6元左右， 如今已经打特价为
3.98元每斤； 个头挺大的冬枣
每斤价格也从刚上市时的15元
左右降至10元。

记者从长沙市发改委价格
监测中心获悉，本周，该中心监
测的5种水果均价为4.21元，较
上周下跌0.99%。其中：苹果、香
蕉和西瓜价格较上周分别下跌
2.99%、2.30%和0.84%，为每斤
6.49元、3.82元和2.37元。

监测中心工作人员表示，
眼下仍处于水果上市旺季，市
场供应充足， 水果价格小幅下
跌。
■记者 陈月红 通讯员 陈静宇

中秋期间，桂林两江四湖景区将延续“儿童手绘花灯展”等传统项目。

中秋连线

近日，东风日产联合网易云
音乐发起的“理想在路上———理
想音乐行走季”第三站邀请到了
“民谣诗人”马頔重磅加盟，携手
东风日产SUV家族成员新楼兰
走进历史名城陕西西安，为国内
首部音乐公路电影的拍摄带来

圆满的收官。
此次马頔探访了阿宫腔艺

人柳小宝、陕西方言组合黑撒乐
队，通过镜头记录这些草根音乐
人追逐理想的过程与故事，用镜
头记录最纯粹的音乐信仰。

“年轻人对音乐的追逐和热

捧，令音乐成为他们生活中不可或
缺的一部分。东风日产希望为优秀
的原创音乐人提供成长土壤，帮助
他们展现才华， 点亮梦想之路，同
时向更多年轻人传递勇敢、 坚持、
乐观的正能量。”东风日产市场销
售总部部长刘宗信分享到。

东风日产携手马頔走进西安拍摄
首部音乐公路电影杀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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