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1月21日讯 在被浙建
集团借壳一年多后， 多喜爱正
式告别湘股。1月19日， 多喜爱
发布公告， 公司已完成了工商
变更登记， 注册地由长沙市岳
麓区迁至杭州市西湖区， 并取
得了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换
发的《营业执照》。随着多喜爱
的“出走”，湖南A股上市公司
数量由117家降至116家。

2015年， 多喜爱在深交所
上市，成为继孚日股份、富安娜、
罗莱生活、梦洁股份后，我国家
纺品行业的第5家上市公司。

从经营状况来看， 多喜爱
虽然在2015年和2016年出现了
利润下降的情况，但上市5年来
并未出现过亏损。之所以会出现
卖壳的情况，是因为当时的公司

实控人陈军、黄娅妮夫妇出现了
股权质押危机。

2017年5月，多喜爱股价大
跌，导致陈军、黄娅妮质押的部
分股权触及警戒线， 之后更出
现了质押爆仓的情况， 不得不
筹划“卖壳”。2019年11月29
日， 多喜爱重大资产置换及换
股吸收合并浙建集团暨关联交
易事项获得证监会通过。

经过此次重组， 浙建集团
成功借壳上市， 陈军夫妇也得
以买回多喜爱原有资产从A股
退场。不过，此时A股的多喜爱
是“空有虚名”，内里尽是浙建
集团的“钢筋水泥”。而退场后
的多喜爱， 则仍是那个员工数
千、营收数亿的知名家纺企业。

■记者 潘显璇

股权质押危机引发“卖壳”
多喜爱摇身变浙股

1月 20日，
市民在位于长沙
伍家岭附近的通
程电器选购家
电。

记者 卜岚 摄

1月20日， 交通银行湖南省分行与省
工商联共同举办“温暖同行———金融支持
‘六稳六保’银企对接会”，交通银行11家中
心支行分别与22家企业签署战略合作协
议，将在信贷融资、资金结算等多个业务领
域给予合作企业优先支持和适当优惠，全
力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人民银行长沙中
心支行受邀出席并见证了签约仪式。

2020年，交通银行湖南省分行坚守
服务实体经济的初心使命，积极对接、主
动施策， 切实帮助企业顺利实现复工复
产。如围绕“增量、扩面、提质、降本”，通
过加大信贷投放、实施利率优惠、免除非
利息以外的各项费用、强化服务保障、延
长贷款期限等措施， 主动帮助小微企业
缓解流动性困难； 积极面向企业提供更
好、更优的线上产品和特色服务，满足企
业线上办理各项业务的需求。从“暖春行
动”到“温暖同行”，该行与省工商联深度
合作，共同搭建金融服务平台，有效缓解
了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矛盾。截
至2020年末，该行为民营企业发放贷款
超过300亿元， 小微客户数较年初增幅
72.62%，小微贷款较年初增幅60.93%。

下阶段， 交通银行湖南省分行将继
续认真贯彻落实中央、 省委省政府和监
管部门的要求部署， 持续加大对实体经
济和小微民营企业的服务力度， 继续发
挥产品创新和平台优势，聚焦难点、疏通
堵点，因企施策、一企一策，为“稳企业保
就业”贡献更多金融力量。

■通讯员 易月 经济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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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月21日讯 今日，记
者从省工信厅获悉，2020年全
省移动互联网产业实现营业收
入1618亿元，同比增长22%，连
续7年保持高速增长；湖南数字
新基建推进走在全国前列，全
省已建成5G基站2.9万座，实现
14个地级城市城区5G覆盖，四
家基础电信运营商累计完成
5G�投资 96�亿元，5G建设支持
力度进入全国前十。

2020年， 湖南再次发布了

30个“5G+制造业”典型应用场
景，使发布的5G典型应用场景
数达60个， 应用场景涵盖工业
互联网、智能制造、人工智能、
安全生产等制造业领域的多个
方面。去年，全省共有150家软
件及互联网企业营收过亿元。

根据腾讯研究院的《数字
中国指数报告 (2019)》，湖南在
“数字中国”及“数字产业指数”
省级排名中居全国第9位。

■记者 胡锐

“目前上游大宗原材料价格持续快速上涨，制造成本
不断攀升，空调行业已全面呈现出涨价态势。所以经公司
研究决定：自1月10日起上调部分产品价格。”近日，海信
空调发给经销商的信件引发市民关注， 而这也并非第一
个官宣调价的品牌了。1月20日，三湘都市报记者走访市
场发现，岁末年初，往年的传统“折扣季”却“画风突变”，
不少家电产品纷纷调价。

据奥维云网数据显示，去年12月，线上市场中，彩电
均价2569元， 同比涨幅达27%； 洗衣机均价同比提升
10.2个百分点；空调行业均价2947元，同
比上升19.3%。

拍卖公告
受委托， 定于 2021 年 2 月 1 日
10 时在我公司公开拍卖株洲市
石峰区清石路广汇大厦 201、204
号房地产，建筑面积约 510.07m2,
1 月 30、31 日在标的所在地展
示， 有意竞买者请于 1 月 29 日
前携有效身份证件及信誉保证
金 10 万元来我公司报名参拍。
公司地址：株洲市荷塘区新华东
路 61号，咨询：17711631220

株洲拍卖有限公司

60元/行 执行官方格式，每行最多排 13个 6号字，标题至少占两行

鼎极便民信息
13875895159经办热线

微信办理

郑重提示：登报用报须谨慎，确认资信勿盲目

鼎极文化独家总代理省级媒体 权威有效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人
民法院（2020） 湘 0105 执恢
1244号之一协助执行通知书，
现将登记在被执行人罗斌名
下位于长沙市开福区福元西
路 220 号英祥苑 4 栋 1005 房
屋的证号：714052475 的房屋
不动产权证、相对应的证号为
20180045262他项权证和长国
用（2016）023039 国土证一并
登报公告作废。

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

遗失声明
平江县俏味香食品有限公司遗
失由平江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2011 年 12 月 27 日核发的营
业执照正， 副本， 注册号
430626000014991，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平江县俏味香食品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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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袁同庆 电话：18697755175

◆邹文兮（父亲：邹益辉，母亲：
邹海鹏）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T430949401，声明作废。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人民
法院（2020）湘 0104 执 6655 号
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登记
在被执行人李俊波名下的位于
长沙市岳麓区麓云路 268 号金
悦雅苑住宅 8栋 803号的房产、
转移登记至买受人赵思佳所有，
将 产 权证号 为 ：20170213979
号的房屋不动产权证与该房屋
编号：20190342076 号的他项
权证一并登报公告作废。

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人民
法院（2020）湘 0104 执 7056 号
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登记
在被执行人孙冬枚名下的坐落
于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扫把塘
二村 022 栋 105 号的房屋、产权
证号为：716140875 号的房屋
所有权证与该房屋编号为：长
国用（2000）第 017633 号的国
有土地使用权证及该房屋编号：
20160014319 号的他项权证一
并登报公告作废。

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
法院（2019）湘 0111 执 346 号
之三协助执行通知书， 现将登
记在被执行人刘艳名下位于长
沙市天心区木莲西路 509 号童
话里家园 1 栋 2207 房屋对应
的长国用（2012）第 056648 号
国土证登报公告作废。

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

◆刘均遗失湖南省人民警察学校
毕业证，号码 98118370，声明作废。
◆龚水清遗失驾驶证，证号：430
103197412121551，声明作废。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岳麓区人民
法院（2020）湘 0104 执 7561 号
之二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
登记在被执行人朱洲名下位于
长沙市岳麓区岳华路 85号胜家
雅苑 2 栋 2501 号的房屋、不动
产权证号为 20170283529 号的
房屋不动产权证与该房屋编号：
20190383345 号的他项权证及
相应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一并
登报公告作废。

长沙市岳麓区人民法院

遗失声明
冷水江市腾飞烟花爆竹有限公司
遗失烟花爆竹经营（批发）许可证
正本， 编号：（湘）YHPF [2017]
431300001，声明作废。

公 示
长沙市金霞污水处理厂 2020 年
下半年生产运行正常，无安全
事故发生。 年耗电量 845.32 万
度，消耗脱水药剂 12.175 吨，除
磷药剂 566.38 吨。 2020 年下
半年共处理水量 3511.8341 万
吨，产生污泥 20679.04 吨运至
黑麋峰固废处理场进行安全处
置，政府拨付的污水处理费能
保障各项生产成本开支。 出水
水质稳定达到《城镇污水处理
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 189
18-2002）中一级 A 标准。
长沙中科成污水净化有限公司

2021年 1月 21 日遗失声明
耒阳市星光种养殖专业合作社
遗失湖南耒阳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灶市支行开户许可
证，核准号 J5547000518401，账
号 84112010032381362012， 编
号 5510-01021989，声明作废。

年末“折扣季”，为何家电业“涨”声一片
业内：原材料价格上涨等因素所致 分析：随着市场逐渐恢复，家电价格将趋于稳定

家电企业为何纷纷
“官宣”涨价？涨价势头会
一直持续吗？

去年12月，格力电器发
布通知称，自2020年12月15
日起进行结构性调价，其中，
新国标挂机涨价100元，新
国标柜机涨价200元。此外，
奥克斯、志高、美博等家电品
牌也同步调价，空调价格分
别上涨100-300元不等。

对于涨价原因，TCL
发布了一则文件解释道，
随着国内疫情的不确定
性，国外疫情持续肆虐，从
2020年7月以来， 冰箱、冷
柜、 洗衣机等主要原材料
上涨35%以上， 同时物流

成本也在不断上涨， 导致公
司各项成本不断攀升。

“因为疫情，不少家电的
原配件纷纷涨价， 有的芯片
需要进口， 价格更是水涨船
高。”从事电视机行业的周女
士透露， 对家电制造业特别
是大家电来说， 原材料成本
占比可达七成以上。

业内人士表示， 随着国
内外疫情逐步好转， 市场需
求逐渐恢复， 家电价格也将
趋于稳定，“不过短期价格调
整， 也是优胜劣汰的一种方
式。 将引导更多商家从产品
价格转向价值， 从而积极创
新，优化产品结构。”

■记者 卜岚 实习生 熊瑛

1月20日，记者在位于
长沙伍家岭附近的通程电
器看到， 尽管卖场内随处
可见“打折促销”“环保补
贴”等字样，但前来选购的
消费者较少， 一些导购在
门店内闲坐着。

“以前年底家电好像
都有活动，现在逛了一圈，
发现都涨了100-300元。”
正在通程电器为新家购置
家电的段女士感慨道。

在TCL彩电产品区，导
购员杨女士正在忙着整理
产品，“电视机已经调价三
次了， 从双十一开始涨价，
十二月底涨了一次，过完元
旦又涨了一次，每次涨价幅
度在20%到30%。比如这款
现价为25999元的彩电大
概就涨了两千元。”

杨女士称， 最近销量

很一般， 一个月也就卖了几
十台。“元旦过后已经调过一
次价了，很多都涨了。”美的
冰箱的导购员指着一款冰箱
说，“像这款已经涨了300元，
另一款之前是卖3000元，现
在涨到了4000元。”。

“价格都在涨，下单要趁
早。”容声冰箱的导购员陈女
士表示， 元旦门店产品已经
调了价，后来又涨了一次。现
在有折扣， 满减后和元旦价
格差不多。

从去年年底开始， 家电
便开始“涨”声一片。据奥维
云网监测数据显示，2020年
12月，线下市场中，彩电均价
4717元，同比增长21.5%；洗
衣机行业均价受滚筒结构性
增长拉动， 同比增长8.2个百
分点；空调行业均价3837元，
同比上升9%。

涨幅在20%-30%左右
家电产品纷纷提价

原材料上涨，导致价格回调

走访

观察

湖南已建成5G基站2.9万座
全省移动互联网产业连续7年保持高增长

交通银行湖南省分行举办
“温暖同行———金融支持
‘六稳六保’银企对接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