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咬开螺丝粉青团后，能看到酸笋、腐竹、米粉等馅料。 记者 黄亚苹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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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批5G用户被抛弃？联通电信辟谣
回复称：消息不实，并没有所谓关闭非独立组网的5G网络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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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组网和非独立组网
有何区别

身处风口浪尖的 NSA
（非独立组网）与SA（独立组
网）究竟有何区别？三湘都市
报记者了解到，“NSN、SA均
属网络架构方案，其中，NSA
是指无线侧4G基站和5G基
站并存， 核心网采用4G核心
网或5G核心网的组网架构；
顾名思义，SA则是指核心网
完全采用5G核心网的组网架
构。出于建设成本、建设周期
等多方面因素的考量，三大运
营商都确立了NSA和SA混合
组网、 未来逐步向SA组网过
渡的方式。

已入网的5G手机
不会被“禁止入网”

“从NSA和SA混合组网
计划实施起，经常能在网上看
到关于‘NSA’ 手机无法上

网，5G用户被当成小白鼠等
谣言。” 业内人士介绍， 一方
面， 将NSA网络全面升级为
SA网络需要极大的资金及时
间成本，在可以预计的3-5年
内， 成熟的NSA网络制式将
继续沿用；从另一面来看，5G
手机入网是指工信部为5G手
机发放的电信设备进网许可
证， 已通过入网许可的5G手
机，不会存在被“禁止入网”的
问题。

针对上述网帖，中国联通
与中国电信则公开回复称，上
述消息不实，并没有所谓关闭
非独立组网的5G网络一事。
“如果5G信号不好，建议用户
先检查设备是否处于5G信号
覆盖区。” 湖南某运营商网络
优化专家介绍，无线信号本身
就具有一定的波动性，存在波
峰和波谷，若消费者长时间手
机信号不良，可以先考虑更换
SIM卡；遇到网络问题也应联
系所属运营商，不要私自购买
不合格的产品。

本报3月12日讯 如果一种
食物能让春天醒来，能够带着香
甜的软糯， 缠绕舌尖久散不去，
想必非青团莫属。离清明节不足
一个月，青团，这种原本独属江
南人心头挚爱的季节性传统小
吃，也悄然走进星城多家生鲜超
市和连锁糕点店中， 成为3月糕
点市场里的“头号玩家”。

“笋干菜青团8元一只，咸蛋
黄流沙爆珠青团16元一盒，热乎
的，要尝尝吗?”3月12日，盒马鲜
生华创国际广场店熟食区工作
人员热情地向顾客推荐现蒸青
团。而他一旁的控温箱中，用保
鲜膜包好的青团已所剩不多。

三湘都市报记者走访发现，
随着消费习惯的改变，时令产品
也与网红口味相碰，擦出了热销
火花。如，肯德基便将奶茶中点
单率颇高的榴莲芝士爆浆包入
糯米皮中， 惹得不少消费者探
店、拍照、打卡；盒马鲜生则推出
螺丝粉、酸辣柠檬鸡爪等口味青
团； 元祖食品则销售杨枝甘露、

草莓等口味青团，“杨枝甘露里
有椰果浆和芒果块，来买青团的
大部分都是年轻人。” 元祖蛋糕
芙蓉广场店店员介绍。

此外， 记者在淘宝网上以
“青团”为关键词搜索发现，还有
如洛神花、银耳、牛奶蔓越莓、鲜
花牛奶、百香果乳酸菌、芥末鱼
松、芝士豆乳、阿华田波波等新
口味。而其中，销量最高的一家
店铺的青团，月销量达到了35万
件以上，累计评价更是高达25.9
万条。

“青团皮吃起来有点儿淡淡
的艾草香味， 它就跟包子皮、饺
子皮、汤圆皮一样，包容性高，为
馅料的创新留足了空间。新奇馅
料的出现，容易在社交媒体上炒
出热度，也为地方小吃‘出圈’营
造更多可能性。” 湖南一餐饮从
业者认为， 尽管猎奇口味自带
“社交属性”，但新口味研发需要
较强的技术团队，“盲目跟风”对
小店来讲并不可取。

■记者 黄亚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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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汤佩玲遗失护士执业证，
证号 201143006081，声明作废。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人民
法院（2021）湘 0105 执恢 161
号的协助执行通知书【原案号
（2019）湘 0105 执 252 号】现
将登记在被执行人黄润崎名下
的位于长沙市梦泽园小区雅园
8栋 102 号的房屋、产权证号为：
00556113 号的房屋所有权证与
该房屋编号为长国用（2015）
第 012117 号的国有土地使用权
证一并登报公告作废。

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

遗失声明
湖南茂洋厨具设备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一枚，编号：4304210903
06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中骏建设有限公司于 2019 年 7 月
遗失公章（1），标准编码 430111019
0556，特此声明该章作废。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常德市中级人民法
院（2019）湘 07 执 533 号之四
协助执行通知书， 现将登记在
被执行人舒开名下位于长沙市
开福区万家丽北路二段 211 号
绿洲花园 9栋 1708 房的证号：
713067735 的房屋不动产权证
登报公告作废。

常德市中级人民法院

◆张君龙（父亲：张朝庆，母亲：陈
小芬）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
明，编号 M43069890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色谱学会遗失湖南省非税
收入票据购领证，编号 001232，
声明作废。

旧机动车辆拍卖公告
湖南永达拍卖有限公司定于
2021 年 03 月 24 日 10 时在长
沙市八一路 20 号日出东方大
厦 708 会议室对旧机动车辆两
台进行公开拍卖， 主要品牌有
进口柯斯达。 车辆展示及报名
时间：03 月 18、19 日每日上午
9 点至下午 5 点， 需要看车请
提前电话联系；报名地点：长沙
市芙蓉区八一路 20 号日出东
方 708 室。 咨询电话：0731-
82827709、13677355816； 详情
请致电或搜索微信公众号“湖
南永达拍卖”查看。

湖南永达拍卖有限公司

遗失声明
安乡县林权管理服务中心遗失
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副本，代码
12430721MB0U9979XX，声明作废。
◆李凯遗失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
证号 430100200090，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市岳麓区湘麓培训学校经
理事会决议由非营利性民办非
企业单位变更为营利性民办学
校， 故注销在民政局登记的民
办非企业单位， 请各债权人自
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
长沙市岳麓区湘麓培训学校清
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 张丽
平，电话：13016168809

遗失声明
湖南湘村供应链管理服务有
限公司遗失公章一枚，编号：
4313000174796，声明作废。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
法院（2020）湘 0111 执恢 585
号之一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
将登记在被执行人刘洪名下的
坐落于长沙市雨花区韶山中路
412号 2栋 605号的房屋、相对
应的产权证号为：00282655 号
的房屋所有权证与该房屋编号
为：00035598 号的他项权证一
并登报公告作废。

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
院（2018）湘 01 执 408 号之二
的协助执行通知书，将被执行
人长沙金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名下位于长沙市天心区芙蓉
南路一段 368 号波波天下城地
下室-2160 号车位、-1089 号车
位、-1090 号车位、-1091 号车
位、-2144 号车位、-2136 号车
位，产权证号为：710273572、
710273222、710273223、710
273224、710273556、710273
548 号的房屋所有权证与他项
权证编号为 514042213 号上的
-2160 号、-1089 号、-1090 号、
-1091 号、-2144 号、-2136 号
的车位一并登报公告作废。

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
院（2018）湘 01 执 408 号之三
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登记
在被执行人长沙金秋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名下位于长沙市天
心区芙蓉南路一段 368 号波波
天下城地下室-2086 号车位、
-2156 号车位、-2122 号车位、
-2120 号车位，产权证号为：
710273498、710273568、71
0273534、710273532 号的房
屋所有权证与他项权证编号
为 514042213号上的-2086 号、
-2156 号、-2122 号、-2120 号
的车位一并登报公告作废。

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

3月11日，一则“首批千万5G用户被当作小白
鼠，运营商已无情抛弃”网帖引起广泛关注，微博用
户“柏铭007”发文称，与4G共用核心网的NSA（非
独立组网）基站，无法充分发挥5G网络高速率、低
时延优势，意味着运营商将改用SA（独立组网）建
设5G网络。针对上述网贴，中国联通与中国电信作
出公开回复： 并没有所谓关闭非独立组网的5G网
络一事。

■记者 黄亚苹

3月2日， 湖南省信息通信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中指出，
截至2020年底，我省已建成5G基站2.9万个，涌现出华菱湘
钢“5G·远程挖掘”，三一重工“5G·智能园区”等典型应用；
深入推进“5G·工业互联网”512工程，促成中联重科、山河
智能等10多家骨干工业企业开展5G内网改造。 根据计划，
到2023年，湖南省将实现市县、中心镇镇区5G覆盖，高速、
高铁、地铁实现5G全覆盖，满足交通设施智能化需要。

从三大运营商5G基站建设进展来看，湖南电信已初步
建成了一张在全省14个市州和96个县城核心区域实现连
续覆盖的5G网络，实现长沙发达乡镇以上连续覆盖，其他
城市县城核心区域以上连续覆盖，机场、高铁站、地铁以及
城市地标性建筑实现深度覆盖，5G基站总规模已达1.4万
站套；湖南移动累计建设开通5G基站1.3万个，实现了14市
州、县城区5G网络连续覆盖，打造了上百个5G智慧电网、
5G智慧文旅、5G智慧农业、5G智慧教育等示范应用项目。

湖南省已建成5G基站2.9万个

螺丝粉、榴莲芝士、杨枝甘露……

青团奇葩馅料出世
你最“好”哪一口？

随着居住品质需求的提升，改
善型产品也越来受到市场青睐。湖
南中原研究数据显示，2月长沙洋
房、别墅市场表现强劲。同比于去年
前2月，长沙洋房产品的成交面积分
别大涨了607%，别墅累计成交面积
也上涨了226%。

洋房：
供销量价较去年同期齐涨

“进入2月，来访量明显上升。特
别是春节后， 看房的多了至少两
倍。”3月12日，在中海麓山境，置业
顾问李女士正忙着接待客户，“2月
我们成交了23套洋房， 面积大约在
104-178平方米，13400-14800元/
平方米。”

除了中海麓山境， 红星天铂也
迎来高光时刻。“2月我们洋房卖了40
套， 主要是因为性价比高，125、135
平方米的户型，仅11584元/平方米。”
红星天铂品牌置业顾问介绍。

从累计来看，1-2月供销量价
较去年同期齐涨，长沙洋房产品的
成交面积大涨了607%， 累计成交
均价为13161元/平方米，供销比为
0.81。

别墅：
成交主力为叠拼别墅

和洋房一样，因整体量少，别墅
也开始供不应求。

“因为就地过年， 我们即便是
春节期间，也创下了不错的成绩。”
绿地麓湖郡项目一位置业顾问骄
傲地说，“今年2月春节， 我们同步
推出全球年货节，发放年货代金券
促进成交， 最终春节期间热销22
套，金额近一亿，2栋新推别墅基本
售罄。”

毫无疑问，因为稀缺，别墅市场
也逐渐升温。数据显示，从今年累计
来看，别墅供销量价齐涨，累计成交
面积也同比上涨了226%，成交主力
为叠拼别墅，占比91%。

限购之下， 洋房和别墅市场为
何表现亮眼？业内人士认为，成交量
上涨， 主要是因为市场结构正逐步
向改善型转变，物业、园区、舒适度
都成为了置业的重要因素。

■记者 卜岚

2月成交量同比
大涨607%、226%
长沙洋房、别墅走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