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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0月16日讯 今天上
午， 湖南省人民政府新闻办召
开新闻发布会宣布，以“锦绣潇
湘·水映白廊”为主题的2020年
湖南（秋季）乡村文化旅游节，
将于10月31日至11月8日在郴
州资兴市白廊镇举行。

记者从会上获悉， 围绕本
次节会主题， 组委会精心策划
三大板块、“1+5+N” 个活动项
目，即“乡之恋”“水之恋”“爱之
恋”三大板块，一个开幕式、五
个主体活动、N个子活动。

感受“水”的魅力

开幕式主要流程和节目将
紧扣“水生态文明”和绿色发展
主题，展现白廊画卷、民宿活力
和对美好生活的共同向往。主
体活动包括水上嘉年华、 美丽
“湘”村宣言暨乡村旅游助力乡
村振兴（脱贫攻坚）论坛、“资兴

好休闲” 民宿买家秀、“白廊炫
动之夜”、“资兴好物产”文旅扶
贫云直播等。还有“水誓山盟”
牵手白廊订婚仪式、 白廊环湖
路婚纱摄影基地授牌仪式、郴
州乡村风光摄影展、 民俗文化
展演等若干子活动。此外，节会
期间， 资兴市还将推出一系列
优惠举措，如全市所有A级景区
门票优惠、酒店民宿价格打折，
进一步刺激旅游消费。

郴州资兴是全国美丽乡村
建设示范县，仅省级以上美丽
乡村就有6个， 这里的景区景
点带有鲜明的“水”特征，有爆
款旅游产品雾漫小东江以及
这两年迅速蹿红的东江湖华
美达度假酒店、 凤凰岛景区、
精品民宿（如秋天的童话、揽
悦湾）、 桃花岛水垅吊桥以及
东江湖水果。眼下，正是玫瑰
香柑、水蜜桃等东江湖秋天水
果的采摘季节。

众多新项目将在节前完成

据介绍， 将本届乡村文化
旅游节放在刚获批“中国（湖
南）自由贸易试验区郴州片区”
举行， 有利于打造湖南旅游板
块新增长极，均衡发展；同时有
利于打造对接粤港澳大湾区
“桥头堡”和建设大湾区“新客
厅”，协同发展。

目前，白廊码头广场提质
改造、 长盈头综合港区建设、
东江湖水上旅游线路开发、兴
白片区停车场建设等项目已
基本完工，白廊环湖公路沿线
景观亮化与夜间照明及环湖
路绿化美化提质、东江湖“五
岛一村” 旅游度假区建设、东
江湖湿地展览馆布展设计等
项目有序推进，节会前将全面
完成。
■记者 丁鹏志 实习生 廖静旋

10月16日， 三湘都市报记者
走访发现， 长沙不少超市和零食
店的货架上都陈列着代餐产品，
包含代餐粉、植物蛋白条、即食鸡
胸肉等等。其中，最受欢迎的就属
代餐奶昔， 产品规格大多介于
60g—350g之间， 价格区间从20
元到299元不等。

“这瓶奶昔19.9元/瓶，这款锡
兰奶茶款的最走俏， 我们常常卖
到断货了。” 蔡锷北路的良品铺子
门店店员介绍，这种代餐奶昔相当
于一瓶牛奶与多种水果的营养，很
受年轻女性的欢迎，“奶昔有燕麦
味、拿铁咖啡味、红豆薏仁味的等
等，今天货架上也就一瓶了。”

在位于先锋东外滩附近的零

食优选门店， 店员周先生正忙着
整理货品，“这款Qinlight营养代
餐奶昔，一瓶为60克，售价为19.9
元。 大概可以维持5小时的饱腹
感， 常常一天就可以卖出20多
瓶。”周先生说，这款有6种口味，
瓶子也比较可爱， 回头客至少就
有一半。

与线下相比， 代餐产品的线
上人气似乎更为火爆。 在淘宝平
台上，记者以“代餐”为关键词搜
索发现， 销量最高的是一款魔芋
代餐粥， 其一共包含7个口味，月
销量达到了4.5万单以上， 光评价
就有37万条。一款售价为69.9元的
即食鸡胸肉也被62.5万人圈粉，有
5.8万条评价。

我司现有一批废旧固定资产向
社会公开竞价出售， 有意购买
者可根据如下提示报名。 具体
如下：1、公告时间： 2020 年 10
月 17 日-2020 年 10 月 22 日。
2、报名时间、地点、联系人及联
系方式： 报名截止时间：2020
年 10 月 22 日。地点：湖南省长
沙市长沙县映霞路 16号。联系
方式：江龙 18108414322。 3、竞
价形式： 通过现场书面竞价方
式产生最高报价者。 4、竞价时
间：2020 年 10 月 22 日。 5、处
置资产： 废旧电脑等办公设备
74 项。 6、报名时须提供资料：
投标人居民身份证原件、 如是
单位需要提供营业执照副本复
印件加盖公章及委托代理人证
明及身份证原件、复印件。

关于公开处置报废
固定资产的公告

清算公告
岳阳中瑞投资咨询有限公司经
公司股东会议决定注销，请各
债权人自本公司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肖添龙，电话 15173097132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毕业生林泽
帆遗失报到证，证号：202010538
200184，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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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东明遗失国储 529 门面押金
票一张， 票于 2016 年 3 月 22 日
签，金额 5000 元，编号 0008300，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胡冬阳遗失长沙市望城区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局核发许可证编
号为 JY14301220237768 的食品
经营许可证正副本，声明作废。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
法院（2019）湘 0111 执 3493 号
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登记在被
执行人周丹名下的位于长沙市
开福区三一大道 203 号万煦园
C8栋三单元 1105 房、不动产权
证号为：716129249 号的房屋不
动产权证与该房屋编号为：
516041757 号他项权证和编号：
长国用（2011）第 109182 号国土
证一并登报公告作废。

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

遗失声明
衡阳市航宇建材有限公司遗失
衡阳市质量技术监督局核发的
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代码：
561714572，声明作废。

◆熊佳遗失警官证（警号 015622）
于 2020 年 10 月 4 日在苏州市掉
到水里无法打捞，特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本公司股东会于 2020 年 10 月
16 日决议解散公司，并于同日成
立了清算组。为保护公司债权人
的合法权益，自本公告发布之日
起 45 日内， 债权人应当向本公
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罗
伟 电话：17343609661
湖南天九投资咨询有限责任公
司清算组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怀化市鹤城区人民
法院（2020）湘 1202 执恢 17 号
之二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
登记在被执行人孙冰名下位于
长沙市岳麓区桐梓坡西路 118
号未来城 7 栋 601号房屋、产权
证号为：20180175501 号的房
屋不动产权证登报公告作废。

怀化市鹤城区人民法院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人民
法院（2020）湘 0105 执 2983
号之二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
将登记在被执行人罗明亮名下
坐落于长沙市芙蓉区远大一路
408 号南栋 303号房屋、产权证
号为：00401952 号的房屋所有
权证与该房屋编号为：长国用
（2013）第 015793 号的国有土
地使用权证及该房屋编号为：
20180401931 号的他项权证一
并登报公告作废。

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

作废公告
依据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2
020）湘 0111 执 4062 号之二协
助执行通知书，将吴勇能 、李
玲名下位于长沙市天心区万家
丽南路二段 989 号丽发新城 2 期
31 栋 1501 号房的产权证 201801
14279、20180114280 与 他 项 权
证 20180150538号一并公告作废。

作废公告
依据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2
020）湘 0105 执 1293 号之二的
协助执行通知书，将龚汇洪名
下位于长沙市岳麓区东方红中
路 406号晟华苑 3栋 1207 号房、
产权证号为 20180219765 号的
房屋不动产权证与他项权证
20180225458 号登报公告作废。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人民
法院（2020）湘 0105 执 3288 号
之二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
登记在陈厚华（曾用名陈丰华）、
李小玲名下的坐落于长沙市开
福区双拥路 656 号听香水榭雅苑
5 栋 2501号的房屋、产权证号为：
715322543 号 、715322544 号 的
房屋所有权证与该房屋编号为：
长 国用（2012）第 013341 号 的
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及该房屋编
号为 515101406 号的他项权证
一并登报公告作废。

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

减资公告
株洲盈通科技有限公司经股东
会议决议将注册资本人民币叁
佰万元减至人民币壹拾万元整，
请债权人自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
办理相关手续，特此公告。 联系
人：郭建芳 13574299967

遗失声明
邵阳市科达纺织有限公司遗失
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我公司为三湘都市报分
类广告的全省总代理，
拟在长沙以外的市州招
设分类广告代办点，有
资质、有诚信、有资源、
有经验的团队赶紧联系
哦。 联系电话：
0731-84464801
13875869988（张）
QQ：602058576

广告代办点招商

减资公告
汩罗金虹桥装饰设计工程有限
公司经股东会决议拟将注册资
本从 500 万元减至 100 万元
整， 请债权人自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申报债权。
联系人：熊欢 13789036123

10月16日，长沙市蔡锷北路的良品铺子门店，一位市民正在选购代餐奶昔。 记者 卜岚 摄

在办公室常备一瓶代餐奶昔，已经成了上班族刘女士的日
常生活习惯。“每天早上和晚上喝一杯就够了，它会给你饱腹感
和营养。这种奶昔一包33克，有四五种口味，直接加水冲泡即
可。”10月16日，她对三湘都市报记者如是说。

近年来，在减肥盛行的大环境下，一波代餐风也开始在年
轻人中盛行。天猫食品发布的2019年《天猫食品行业趋势分析
报告》显示，未来几年，以代餐食品为代表的功能零食市场将达
到1500亿元。代餐逐渐走红，这到底是先进的饮食理念，还是
营销噱头？ ■记者 卜岚 实习生 蒋沐晨

据天猫食品发布的2019年《天
猫食品行业趋势分析报告》，代餐食
品新一线和二线城市消费占比接近
五成。 从销售体量及消费者人数上
看，均呈现大于50%的增长率。其中，
85%的消费者购买代餐的原因是为
了健身。 据天猫数据预计， 未来几
年， 以代餐食品为代表的功能零食
市场将达到1500亿元，空间广阔。

虽然粉丝众多，但代餐产品真
的有减肥效果吗？“效果不明显，价
格也不便宜。”去年9月12日，长沙
理工大学学生夏烨在朋友圈看见
一则代餐棒的广告，花了880元成
为了代理，“代餐棒市场售价68元/
盒， 成为代理后44元/盒。 我拿了
10盒，就卖出了一盒，剩下的自己
吃，也不见瘦，就没有继续吃了。”

“目前没有关于代餐食品的强
制性标准，大多数代餐产品都是通
过微商售卖，一些不良商家为达到
快速瘦身效果，违规添加了对人体
有害的药物成分。” 食悟厨苑创始
人、国家二级公共营养师陈治锟表
示，代餐选择要看配料表，要选择
有正规资质的大品牌。也不宜长时
间以代餐为主食，超过三周或一个
月，会导致如代谢混乱、营养不均
衡、内分泌失调等问题。

业内人士指出，建议晚餐使用
代餐， 一天尽量不要超过一顿，同
时在饮料、代餐之间多补充温热的
食物，“选择代餐时也要多摄取植
物纤维，选择黑色食物。吃饭的时
候多加‘药味’调料 ，例如芥末、辣
椒、生姜、芝麻等。”

观察 无法替代日常饮食，一天尽量不要超过一顿

市场 代餐奶昔最受宠，价格从20元至299元不等

湖南（秋季）乡村文化旅游节10月31日郴州资兴开幕

“1+5+N”场活动，带你感受“水”的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