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湘盛宴

鸡蛋卖出了“白菜价”，最应
该高兴的是消费者。但近日仍有
不少市民反映，鸡蛋价格虽然便
宜了 ，粉店里的煎蛋、卤蛋等常
见蛋制品的价格却并未下跌。

业内人士表示， 这与终端
加工蛋品的价格相对比较稳定
且终端反映存在滞后性有关。
“终端价格的波动幅度，远低于
产品生产前端，不仅仅是鸡蛋，
其他畜禽水产品均有此现象。”

【市场】鲜蛋价跌
煎蛋、卤蛋保持“原价”

家住在长沙市天马小区的
李祺是一名“米粉控”，几乎每天
早上都会在楼下的粉面馆点一
份米粉， 并且习惯性加个煎蛋。
但她发现，尽管现在的鸡蛋价格
比以前便宜了不少，但粉面馆里
的煎蛋价格却一直没有下跌过。
“以前鸡蛋价格五六元一斤的时
候，煎蛋就已经涨到1.5或2元一
个， 现在鸡蛋价格跌这么低了，
煎蛋也还是2元一个。”

对此，不少粉店老板称“洗
碗的工资都翻倍了，煎蛋也要费

工”。 在湘江世纪城经二路的一
家粉面馆老板告诉记者， 煎蛋、
卤蛋本来就只是粉面的搭售“配
角”，价格不会有太大变化。“一
直都是卖2块钱一个， 有可能涨
价，但肯定不会降价。”

与此同时， 记者还发现，
一些以鸡蛋为原料的加工制
品，比如甜品、蛋糕等，也未降
价 。“做蛋糕是需要鸡蛋，但是
需要的量不多，不影响成本。”
长沙市礼盒蛋糕店工作人员
解释。此外记者还留意到，不少
超市里的土鸡蛋价格却依旧坚
挺，每斤价格在12至18元不等。

【分析】终端反映滞后

对于鸡蛋价格的波动，省畜
牧水产局办公室主任武深树介
绍，一般而言，终端加工蛋品的价
格相对比较稳定，变化不会太大。
省畜牧水产局畜牧处雷勇也介
绍， 湖南市场上销售的鸡蛋，本
省生产的占比七成以上，少部分
从河南、河北、山东等北方地区
进入。由于居民习惯购买生鲜鸡
蛋，鸡蛋的加工率也不高，所以
省内的鸡蛋主要流向各大集贸
市场和超市，以批发零售为主。

此外，煎蛋、卤蛋等价格
并未随涨随跌，也与终端反映
的滞后性有关。■记者 吴虹漫

端午节临近， 湖南省怀化市
中方县龙场乡芭蕉溪村， 一树树
金黄的枇杷果沉甸甸地挂满枝
头。 然而， 农户们却开心不起
来———枇杷从成熟到采摘， 保鲜
期仅5天，但芭蕉溪村地处深山之
中， 交通不便， 农户缺乏外部信

息，苦无销路。因此，湖南卫视联
合工商银行融e购、快乐购、网上
供销社、湖南移动、友阿微店等五
家电商平台助力果农销售十万斤
优质高山枇杷，并于5月26日启动
电视直播， 以解芭蕉溪村果农燃
眉之急。 ■蔡平 沈威 经济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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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明洙、谭刘南夫妇之子金俊
宇出生医学证明遗失，证号 L
430309964，特此声明作废。

◆余震宇、陈素芬夫妇之女余慧
婵出生医学证明遗失，证号 K
430363125，特此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小哥茶业有限公司经股东
决定注销，请各债权人自本公
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
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王强，
电话:18900731155。

注销公告
长沙市望城区方众农业科技有
限公司经股东会决议注销，请
各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
权。 联系人，黄新建，
联系电话：13308416100

遗失声明
永州建民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
遗失永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零
陵分局 2017 年 4 月 6 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93431102MA4LHWEW49,
声明作废。

◆刘紫萱(父亲:刘双,母亲:肖
嫦媛)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L43024043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文秀化工有限公司遗失湖
南增值税专用发票 3 份，发票
代码 4300163130，发票号码
06222748 至 0622275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南油途安天然气运输有限
公司遗失 5 本特种设备使用
登记证，编号为：湘 A1710 挂 H
NLA0524A，湘 A1717挂 H
NLA0522A，湘 A1720挂 H
NLA0523A，湘 A1719挂 H
NLA0525A，湘 A1650挂 H
NLA0529A，声明作废。遗失声明

沅江市粮食局南大大米厂遗
失沅江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
理局 2002 年 8月 5 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正、 副本， 注册号
430981118001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沅江市南大粮食收储管理站
遗失沅江市市场和质量监督
管理局 2000 年 6 月 5 日核
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
号 430981118000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省维尼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将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岳麓
分局 2016 年 4 月 11 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正、副本全部遗失，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104M
A4L3NR55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醴陵市万顺花木种植农民专业
合作社遗失醴陵工商局 2012 年
4 月 27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
本，注册号:430281NA000337X,
声明作废。

◆周宸璋(父亲:周园，母亲:罗
利)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K43074725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熊建集不慎遗失由开福区工商
局 2008年 5 月 20 日核发的证号
为 430105600072951 营业执照
副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高新开发区百果农庄水果
店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5 年 3 月 17 日核发的营业执
照副本，注册号:4301936000
78831，声明作废。

◆李柏遗失湖南中医药大学(原
湖南中医学院)毕业证，编号 :
1054112001050539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伟鑫能源有限公司（注册
号 430104000120956）遗失财
务章一枚；遗失中国人民银行征
信中心 2014 年 12 月 23 日核发
机构信用代码证，代码：G10
430104026896708；声明作废。

◆李涵雯（父亲：李庆龙，母亲：
郭水彦）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O43098246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祁东县明明商行遗失湖南增值
税普通发票两份，发票号码 02
943123、代码 4300163320；发票
号码 02943108、代码 4300163320；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彭秋元遗失宁乡县市场和质量
监督管理局 2013 年 10 月 8 日
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
号 430124600318760，声明作废。

◆苏帆（父亲：苏胜红，母亲：刘
腊枚）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G430167658,声明作废。

◆李铠城（父亲：李忠伟，母亲：
杨凡）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K431144829,声明作废。

◆章晗月（父亲：章伟军，母亲：
高建良）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K43083091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沅江市粮食局粮运汽修厂遗
失沅江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
理局 2000 年 1 月 11 日核发
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309811180222，声明作废。

◆彭幸遗失暂住证，证号 430624
19921026563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穆斯科技发展有限公司遗
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天心
分局 2016 年 11 月 21 日核发的营
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4301035635110315； 另
遗失公司财务章、公章、(周尧)
法人私章，声明作废。注销公告

长沙东赢汽车用品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决议注销， 请各债权人
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
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
系人:刘华，电话 13607400225

遗失声明
古丈县美洋洋童装店遗失城关
工商所 2011 年 5 月 9 日核发的
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3
3126600020846，声明作废。

◆许乐茜（父亲：许文达，母亲：
何晓兰）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O430727021，声明作废。

解散清算公告
岳阳富港贸易有限公司股东会
于 2017 年 2 月 14 日决议解散
公司， 并于同日成立公司清算
组。 为保护公司债权人的合法权
益，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45 日，
债权人应当向本公司清算组申
报债权。 清算组联系方式：0730-
8262295，清算组联系人:宋洁云。
岳阳富港贸易有限公司清算组

2017年 5 月 10日

遗失声明
长沙食为鲜农副产品贸易有限
公司将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开福分局 2014 年 4 月 16 日核发
的营业执照正、副本全部遗失，
注册号 430105000116045，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德尚居家具有限公司经股
东会决议注销， 请各债权人自
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
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
人:李考，电话 13627417352

注销公告
长沙生慕食品贸易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决议注销，请各债权人自
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
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
徐庆刚，电话 13875964698

遗失声明
常德市宝利物业有限公司安乡
分公司遗失中国工商银行安乡
支行开户许可证 5510-009816
35，中国人民银行安乡支行核
准号 J5581000196001，声明作废。

解散（清算）公告
岳阳市鸿皓砂石贸易有限公司
经股东会决定解散，请各债权
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
向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
人: 熊会计，电话:18821887263

解散（清算）公告
岳阳铭兴矿业有限公司经股东
会决定解散，请各债权人自本
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公司
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 邓
小玲，电话 0730-8286888

解散（清算）公告
湖南万得弗经贸有限公司经股
东会决定解散，请各债权人自
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公
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
蒋勇，电话 13786062979

声 明
怀化市华尔莫商贸有限公司从
未授权任何单位或个人进行招
商活动，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
及责任与本公司无关。 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鸿艺广告装饰制作中心遗失增
值税普通发票（发票联）一份，
代 码 ：4300151320， 号 码 ：06
922168，声明作废。

◆郭乐瑶（父亲：郭金佩，母亲：
胡波澜）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K430406881，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株洲汣源硬质合金回收有限公
司经股东会决议注销，请各债权
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
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联系
人:王芳，电话 13973333822

注销公告
湖南万成工贸有限公司经股东
会决议注销， 请各债权人自本
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
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
李艳辉，电话 18975155999

解散（清算）公告
岳阳市一格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经股东会决定解散，请各债权
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
向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
人: 曹仲颖 电话:13567716808

遗失声明
湖南乐语通讯设备有限公司小
吴门分店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
管理局开福分局 2016 年 9 月 28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
注册号为：91430105675582
758Q，声明作废。

◆温艳琼遗失护士资格证 (编
号 10240337)，护士执业证(编
号 20114300941)，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省隆回县建筑集团公司经
股东会议决议注销，请各债权人
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
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
人：熊锡华，电话 13707398049

注销公告
长沙安资安全咨询有限公司经
股东决定注销，请各债权人自
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以书
面形式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
权。 联系人：陈治林，
联系电话：18670349990

注销公告
湖南省隆回县建筑工程公司劳
动服务公司经股东会决议注销，
请各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
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
债权。 联系人：熊锡华 13707398049

遗失声明
长沙市微盟电器设备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100
553045807U）遗失发票购领簿，
声明作废。

◆彭媛（父亲：彭继福，母亲：
向金凤）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K430714979，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羞花蔻美容有限公司经股
东会决议注销，请各债权人自
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
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王玲 13723866715

注销公告
长沙市望城区兴美农业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经股东会决议注销，
请各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
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
债权。 联系人：李冰 18975116125

◆刘哲林(父亲:刘蒙，母亲:
聂婷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P43013585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郴州市立鑫经贸有限公司遗失
北湖区税务局 2013 年换发国税
税务登记证，注册号 43100206
820267X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隆回县个体工商户杨芬遗失隆
回县工商行政管理局 2009 年 6
月 11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
注册号 43052460008940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胜源建筑劳务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天心分局 2015 年 4 月 22 日核
发的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为
430103000182915，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隆回县华运典当有限公司经股
东会议决议注销， 请各债权人
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
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
系人：陈云，电话 13874278889

永发特价搬家 拆装空调
85653588

郑重提示：切勿盲目经济往来

微信办理

0731-84464801
13875895159经办

热线
60元/行（每行限 13个 6号字）

◆刘怡洁(父亲:刘建强，母亲:吴
喜平)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A430195690，声明作废。

◆龙锦瑞（父亲： 龙检树，母
亲：韩萍）遗失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K430494985,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皓轩医疗器械贸易有限公
司经股东会决议注销，请各债权
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
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联系
人:谭超，电话 13886177360

注销公告
株洲三合电商仓储服务有限公
司经股东会决议注销，请各债
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
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喻杰 18673391728

遗失声明
湖南轩毅广告传媒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10378
08828248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鲜蛋价格下跌，蛋制品价格依旧“淡定”
业内人士：与终端加工蛋品的价格相对比较稳定、终端反映存滞后性有关

湖南卫视携手5大电商
助力十万斤枇杷走出大山

百道新菜展示、千种美食试吃……5月25日，2017第四届湖南餐饮食材展
暨连锁加盟展在长沙开幕，本次展会吸引了300余家企业参展，展出产品超过
1000余种。开展首日，组委会联合湘菜名厨网举办了“湖湘盛宴———2017创
新菜展示交流会”，展示和传承湖湘餐饮人的创新精神。 记者丁鹏志摄影报道

如何消除本轮鸡蛋下跌
给整个行业带来的危机？雷
勇告诉记者， 从最近五年情
况来看， 每年春季都是禽流
感高发期， 基本上每年１至
４月份，禽蛋的市场需求量、
消费量都会大幅降低 ，这对
禽蛋企业造成严重打击，但
企业在短期内不能对生产进
行调整，因此要想消除危机，
根本原因在于消除H7N9禽
流感对禽蛋市场造成的影
响， 引导公众理性看待流感
疫情。

鸡蛋价格持续下跌，养
殖户叫苦不迭， 消费者也似
乎不领情， 但从整个产业链
来看， 这也为处于前端生产
与终端消费中间的蛋品加工
企业创造了盈利空间。

禽蛋企业如何才能在这
场价格波动中分得一杯羹？
武深树认为， 企业应根据市
场需求合理调整生产规模，
还可以从单纯生产鲜蛋，到
加工其他蛋制品， 延长产业
链条。

观察

如何破局？
消除H7N9影响是关键

“蛋疼”·行业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