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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当地时间 $% 月 $& 日!

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
表团"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纽约总
领事馆" 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
局" 美国美华艺术协会共同主办
的第三届纽约中国电影节在林肯
艺术中心爱丽丝杜利音乐厅盛大
开幕# 据了解! 此次电影节共有
$最爱%& $铜雀台% 等 $$ 部华语片
将在纽约影院上映#

中国著名男装领导品牌'''柒牌
作为电影节的战略合作伙伴亮相纽约
成为本届电影节又一大亮点#柒牌董事
长洪肇设先生同章子怡&吴君如&伊能

静&郭涛等众多华语电影界巨星相继亮
相!一同见证中国华语电影的辉煌#

洪肇设先生代表柒牌在开幕式上
致辞表示! 柒牌希望借此契机! 推动
中国电影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深入交
流! 将中华文化和中华精神传承世

界! 为中国电影事业做出更多的
贡献! 让中华之美绽放全球# 随
后! 洪肇设先生与电影节领导一
同剪彩! 至此! 第三届纽约中国
电影节正式拉开帷幕#

柒牌长期以来坚守 (让中华
时尚在世界传承) 的品牌使命!

借助柒牌特有的中华时尚元素!

在打造世界名牌的道路上坚持向前!

本次与纽约中国电影节的深入合作!

让柒牌在助推中美电影文化进一步交
流的同时! 也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品
牌内涵! 进一步强化了品牌在国际市
场上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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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日发布的数据显
示!前三季度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元! 同比名义增长
#*+%,!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增速比上年同期加快)+%个百分点#

在城镇居民人均总收入中!工
资性收入同比名义增长$)+&,!转
移性收入增长$)+(,! 经营净收入
增长 $.+(, ! 财产性收入增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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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 我国三季度经济增速虽有回
落!但环比增长)+)!#这一数据符合此前市场的普遍预期#

中国%¹º&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认为!第
三季度经济增速放缓!不仅是短期经济下行的表现!更
是我国经济中长期发展的趋势#

从-月份的经济数据可以看出!影响经济增长的因
素仍然存在*工业生产增速回落!企业利润同比下降!

工业用电量增幅也在收窄+

(内外需求继续疲弱!是导致经济增速回落的主要
原因!实体经济需求回落明显体现在工业生产方面+ )

交通银行研究员唐建伟表示+

但是!也有一些经济运行指标呈现出增长态势*受
欧美圣诞季需求增加影响!我国-月份外贸出口规模创
单月历史新高,固定资产投资平稳较快增长!新开工项
目计划总投资增速加快--

我国经济正在经历(软着陆)!或处在(筑底回升)

的过程中!是不少经济学家和企业家的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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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我国/01增速三年来首次跌破'!!中央
把(稳增长)摆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 -月份经济运行显
现出企稳势头!这与宏观政策引导密不可分+

投资从房地产转向基础设施建设" 新兴产业和民
生领域的投资力度加大+

&月份以来!铁道部调整年初的铁路基建投资计划!

将数额从(#2"亿元增加到.$2"亿元,发改委出台政策措
施!鼓励投资资金更加支持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产业+

投资发力对经济企稳贡献明显+前三季度!全国固
定资产投资%»¼½¾&同比名义增长)"+.!!增速比上
半年快"+$个百分点+

与此同时!国家方面加大结构性减税力度!为民间
资本松绑+

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扩大营业税改增值税试点范围!

自今年'月$日起!(营改增)试点范围由上海扩大至$"个省
市+ 有专家预计!政策实施后!或可减税&""亿元之多+

适度调整货币政策为稳增长(保驾护航)+ 今年以
来! 中国人民银行分别两次降低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
准备金率!并两次降息+ 专家预计!仍不能排除下半年
降息降准的可能性+

除此之外!从中央财政安排)2.亿元支持扩大节能
家电消费! 到保障房建设稳步推进! 一系列政策的出
台!保证了经济运行总体平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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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计局$'日发布了今年-

月份&"个大中城市住宅销售价格
变动情况*与上月相比!新建商品
住宅%»¼¿À=ÁÂ&价格下降
的城市有)(个! 持平的城市有$.

个!上涨的城市有*$个+

(富二代)在很多人眼里!不时
与挥金如土"灯红酒绿等词语挂钩!

但一位来自盐城的昔日富二代!却
再次刷新了人们的认识! 上演了一
幕有关奋斗的传奇* 在路边架个炭
炉!摆些牛羊肉"蔬菜等!一个烧烤
摊就成了+ 可一个落魄的'"后富二
代却做出了新花样! 把烧烤摊搬上
了网+ 当年!父亲破产后他曾一度辍
学!用仅有的.""元在盐城师范学院
旁摆起了烧烤摊+ 如今!他已(征服)

了大上海!不仅完成了学业!而且凭
着令人惊讶的网上卖烧烤生意!创
业(年!收入超百万元+

$-'*年! 李烨出生在盐城的一
个富裕家庭! 父亲在当地经营着一
家大型餐饮企业+

李烨说 (我)""$年在常州上大
学时!每月生活费至少有."""元!在
当时的校园里绝对算得上是 .富二
代/的水平了+ )

但是好景不长+ )""*年!父亲经
营近十年的酒店破产了+ 李烨的生
活费从每月."""多一下子掉到了
$""元不到+

随着父亲的破产! 李烨也失学

了+

之后!李烨也开始做烧烤生意!

赚了一笔小钱+ 他又复学了+

)""'年$"月的一天! 创业失败
的李烨在家帮父亲打理烧烤生意!

(那天我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念头!

在网店摸爬滚打多年! 为啥不把烧
烤店开到网上呢0 )说干就干!李烨
开始着手创立他的网络烧烤店!并
在当年的$$月'日正式上线!取名为
(原始烧烤)+

发展至今! 李烨的烧烤网店在
旺季每天要卖出$""到$."单! 而每
单平均消费额都在(""元以上!营业
额能达到.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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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雀巢超级能恩系列奶粉
在澳大利亚遭上千名妈妈投诉!称
宝宝在食用这系列产品中的345674

383+9+8+$ /:7;奶粉后! 出现皮疹&

不停哭泣以及大便呈深绿色且非常
稀等不适反应+ 而有广州消费者指
出! 这款奶粉与广州各大超市热卖
的雀巢超级能恩系列奶粉无论是产
地&配方还是卖点都惊人地雷同+ 而
雀巢方面也承认345674 383+9+8+$

/:7;确与超级能恩属同一系列+

在产地相同& 配方和针对人群
都差不多的前提下! 澳大利亚版
345674 383+9+8+$ /:7;在国外直接
买只要$.%多块钱!海外代购包邮也
只要)%%元左右!而在国内超市购买
的话却需要*.'元+

记者日前已从雀巢中国公司方
面确认确有食用奶粉出现不适一

事! 该公司相关负责人还表示公司
已将样品送检! 并证实产品是安全
的+ 雀巢公司官方邮件回复!称(经
内部及独立第三方检测证实雀巢产
品是安全的+ 澳大利亚政府相关部
门13<=>::; 8?6@:AB6C2在全面评估
后确认雀巢产品是完全安全的# )

记者了解到!由于345674 383+9+

8+#/:7;这款产品本身是采用适度水
解配方产品! 而一般使用这一配方
奶粉的消费群! 多数本身就是过敏
体质的婴幼儿! 是否他们的身体状
况会与此奶粉配方或原料产生冲
突0 对此!雀巢方面回应称!公司肯
定会就此事和消费者联系! 但每个
消费者的情况都不太一样! 现在公
司还没有总结出来出现婴幼儿食用
后出现不良反应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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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美国'ÃÄÅ�Æ (报道!近
日雅芳在为其护肤品牌(8D4E)进行
市场宣传时收到美国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局F>08G的警告# 警告称雅芳在
宣传中存在误导消费者的嫌疑#

据报道!这封公布在>08网站上
的警告信称!>08在'月份审查雅芳的
官网发现! 其旗下的抗皱修复霜&晚
霜&换颜血清&拉皮霜等产品的抗皱宣
传可能误导消费者过多使用该产品#

例如在其拉皮霜的包装上!雅

芳就误导性地标注*(该产品由能修
复受损皮肤组织的新胶原蛋白构
成)而且注明(紧致皮肤)等字样# 雅
芳在其抗皱注射液产品中! 居然声
称 (在('小时内可以重建肌肤的胶
原蛋白)#

>08责令雅芳在收到警告信的
$.个工作日之内! 修正其产品包装
上故意夸大的部分! 否则将采取强
制性措施# 目前! 雅芳没有作出回
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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