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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岳阳市人民政府批准,岳阳市国土资源局、岳阳市人民政
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决定以网上挂牌交易方式出让壹
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资产。 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挂牌交易标的的基本情况和规划指标要求:
1、编号：岳土网挂（2013）14 号；2、标的坐落在东茅岭步行

街东侧（原南天商厦）；3、用地（分摊）面积：1807m2；4、规划用
途： 商服；5、 出让年限：40 年；6、 其他规划指标： 总建筑面积
7143.32m2，宗地上建筑物予以保留，不得单独拆除建设；7、本标
的的竞买保证金为 9233.6 万元，另处理遗留问题的 500 万元一
并进入保证金账户；8、起始价为 9233.6 万元。
注：其他资产交易情况详见挂牌须知。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法人、自然人和其他组织，除法
律另有规定外，均可申请参加本次的网上报价；申请人可以单
独申请，也可以联合申请。 申请人须承诺竞买保证金不属于银
行贷款、股东借款、转贷和募集资金，并提供商业金融机构的资

信证明。 对竞买申请人有其他要求的，详见挂牌出让须知。
三、本次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资产网上挂牌出让仅限于

网上竞价，按照价高者得的原则确定竞得人。 本次出让采取有
底价网上挂牌出让。

四、本次网上挂牌出让的详细资料见《岳阳市国土资源局国
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其他资产网上挂牌出让须知》等文件。 有
意竞买者登录岳阳市国土资源网上交易系统（http://gtjy.yygt.
gov.cn）查询。 申请人可在网上浏览或下载本次挂牌出让文件，
并按上述文件规定的操作程序参加竞买。

五、本次标的网上挂牌有关时间：
1、宗地编号：岳土网挂（2013）14 号；2、保证金截止时间：

2013 年 10 月 14 日 17 时；3、 挂牌报价起始时间：2013 年 9 月
30日 9时；4、挂牌报价截止时间：2013年 10月 16日 9时。

六、如果在参加本次网上挂牌出让活动的过程中遇到疑难
问题，请及时联系，联系电话如下：
业务咨询电话：0730-8691912 8691905
岳阳市国资委咨询电话：0730-8388688

二 0一三年九月九日

岳阳市国土资源局 岳阳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其他资产网上挂牌交易公告

岳市国土资土网挂告【2013】09号

港湘建筑装修设计、施工
装修、 幕墙（含雨篷、门
窗）设计甲级，施工一级。
电话：0731-84710806、13808412817

咨
询 13574186238代办信用卡

各类大小项目融资借款，三百万
起贷，地域不限，个人，企业均可
手续简单、利率低 ，放款快 。
咨询电话：028-68807888

金融世家豪丰投资咨
询

大额资金寻优质项目，专业诚信，
快捷。 企业个人项目资金周转
各类项目投资融资（矿产、 房地
产、电站、农牧业、制造加工、交
通、学校、在建工程）区域不限轻
松解决资金困难 028-68000866

弘旺投资贷款

咨
询代办信用卡 18274856326 长沙信用卡

贷 款 咨 询15399988803

转让 出租

1万配资 10万。 咨询 85574666
我出资你炒股炒期货

POS机办理诚招经销商
35封顶，0.38带积分 13973165045

律师 调查

法律改变生活
帮帮安全无忧

帮帮网址：4000918080.com
免费热线 4000 91 8080
省优秀律师事务所泓锐所诚邀

小额贷款咨
询

凭本市有效证件，当天放款，
浏城桥（定王大厦 1621 室）
88706076、15116151535

代办
咨询信用卡无前期费用

13787251816

凭本市身份证，无抵押当天放款
定王台（定王大厦 1724 室）
88730175、13723889990

咨
询小额贷款

厂房仓库宾馆招租
武广东黄兴镇政府旁,2 万平
方米 ,框架结构 ,手续齐全。
13508486080李,13908459448周

无线 POS机
诚招各市级代理商
0731-83296767，400-6800-196

长沙庆欣·1配 10万 18008441118
您炒股★我出资

中天万运 快递物流
招湖南省、市、县级加盟商
400-0056-001 0531-86169296

信用卡友 １８１４２６６９９６８
信用借贷，高额快办，取现代还。

卡友 15974118077
高额速办，维护代还，信用借贷

你炒股、我垫资
按天数计息，低手续费 84257918

凭本人身份证无抵押当天放款
银行贷款 13787032389

凭本市身份证，当天放款，保密
无抵押 （五一新干线）（1804 室）
89703268、18073156768

小额快借咨
询

招商投资理财咨询
提示：本栏信息不作法律依据，请慎重审核对
方资信产品，切勿盲目经济往来，谨防受骗

娱 乐 设 备
娱乐之用 严禁赌博

飞针望远麻将
合
作
出
场

独家销售新一代远程飞针麻
将，任何麻将机均可安装，傻瓜
式操作，以一敌三，轻松赢牌，
（另售各种高科技牌具精品）

15580999992多赢
娱乐

028-68000928

雄厚资金支持各类项目融
资借款，两百万起贷，可免
抵押，个人、企业不限，地
域不限， 手续简单、 审批
快、利率低、放款迅速。

天下财富
雄厚资金

成 功 千 万 里
融 资 零 距 离

咨
询

大额资金 助您起航

028-65280020

1、及时为个人企业解决各类
资金难题。 一百万起贷，可免
抵押，区域不限。
2、 支持各类项目融资借款、
矿山、农业、水电、林业、房
产、养殖、酒店等投资借款
审批快、利率低，放款迅速。

丰通投资

香港、离岸公司注册，商标
注册，企业策划，财务规划

日聪工商记账代理
020-87550061 www.3737580.com

40元/行起(公告从高） 每行按 13个字计0731-8446480113875895159刊登热线
长沙总部 业务 QQ：602058576

郑重提示：本栏信息不作法律依据，请慎重核对对方身份、资信，切勿盲目经济往来 星沙点：13607490384 宁乡点：８７８７９０１８ 岳阳点：15907300988

华声在线同步发布报纸发行全省 网上发布全国 一个电话 立刻上门

您要发财吗？您要出人头地吗？那就请加
盟五粮液股份公司生产的福喜迎门酒！ 该酒
品质优异，是中国酒协特别推荐产品，尤适合
婚宴寿宴喜庆宴。 价位低，利润空间高，有央
视及赠车、广告费、业务员工资等优厚市场支
持，正特惠诚征全国县市级以上总经销商！
网址：www.wlyfxym.com加盟 QQ:159815698
028-68988888 18811182888

五粮液福喜迎门酒特惠招商

付律师13975826245 免费咨询
合同债务婚姻劳资法律顾问

长沙超低卡友
信用卡提现 1%,代还 1.5%，可刷卡
积分，每月换机刷 13517488080

王律师18607319453
资深刑案辩护合同婚姻

信用贷款咨
询

凭本市有效证件当天放款保密无
抵押。 五一新干线 A座 1017室
85285563、18975843563

信誉快借咨
询

85045959、18874783399

凭有效证件，当天放款，保密
新世界百货 1909室（五一大道）

各类项目投资：矿山水电房
产农林业旅游学校能源（区
域不限）。 多项投资方式：风
险实业、经营性投资

世宏投资

028-84555515

专业办理各类企业流动资金，启
动资金，财团直投，速度快，手续
简。 服务宗旨:与大中型企业同
步发展， 和中小型企业共同进
退。 高薪诚聘全国业务代理。
025-66665851 15715151429

江苏东盛投资

东京申奥成功，不稀奇
新华社摆乌龙，伤不起

北京时间9月8
日凌晨，2020年夏季
奥运会主办地揭晓，
日本东京最终获得
主办权。东京高兴了，
但长沙晚报高兴不
起来。在第一轮投票
结束后， 日本领先。
此时，新华社却发出
快讯“伊斯坦布尔获
得2020年夏季奥运

会主办权”。8日，微
博认证为长沙晚报
副总编辑在微博上
倒苦水：“新华社摆乌
龙，把东京错成伊斯
坦布尔，害苦了全国
报纸，长晚几十万份
紧急追回， 改版，重
印，损失巨大。”
■三湘华声全媒体

记者 刘涛

9：00�羽毛球女双、混双淘汰赛（田
卿、鲍春来等）
9：30�田径女子标枪决赛（刘春花）
19：18�游泳男子200米个人混合
泳决赛（杨之贤）

独角戏
两连冠
三金王
大四喜

全运会赛场上演湖南日

1

龙清泉享受对
他的欢呼。

记者 范远志 摄

七金奇迹破灭？孙杨说实话了

参加100米
纯属“冲刺训练”

男子100米自由泳的泳道
里，即便你是奥运会中长距离的
冠军，来到这里也只是“新人”。9
月8日晚， 孙杨未能像人们期盼
的那样，获得男子100米自由泳
冠军从而完成从100米到1500
米的全面统治。 不过拿到铜牌，
孙杨反而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面对记者的采访，这位中国泳坛
第一人终于说出了“实话”：“其
实参加100米，就是想锻炼自己
的冲刺能力， 这样对我游200
米、400米这些项目很有帮助。”

由于在其他几个个人项目
上实力超群， 孙杨首次参加的
100米自由泳反而成了最有看
点的比赛。在8日晚决赛中，国内
排名前两位的解放军选手宁泽
涛、孙杨的浙江队友吕志武交替
领先，孙杨尽管奋力追赶，依然
“稳居”第三。最后时刻，宁泽涛
凭借强有力的冲刺以48秒27夺
冠。孙杨的最终成绩为48秒94，
与冠亚军差距并不大，以往的薄
弱环节入水反应也仅为0.68秒，
有了明显提高。

赛前，曾有业内人士对于孙
杨在100米项目上实现“拓荒”
表示质疑，现在孙杨的表态也终
于让这个问题有了正解：至少在
目前来看，孙杨参加100米还纯
属“冲刺训练”。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陈普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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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操男子跳马金牌（屈瑞阳）
体操女子平衡木铜牌（商春松）
体操女子自由操金牌（商春松）
举重男子56公斤级铜牌（黎立志）
举重男子56公斤级金牌（龙清泉）
自由式摔跤63公斤级银牌（周倩）
举重男子62公斤级铜牌（余涛）
举重男子62公斤级金牌（谌利军，
解放军双计分）

1，2，3，4， 湘军向前冲！9月8日的全运会赛
场， 湖南代表团就像喊口令似的， 朝着既定的
“十强”目标大踏步前进。当天全运会共产生36
枚金牌，湖南代表团在体操、举重赛场各取2金。

独角戏

首次参加全运会的屈瑞阳在当天的比赛
中为湖南队率先打开金牌之门。当天下午在大
连进行的男子跳马决赛中， 屈瑞阳在8位参赛
者中第七个出场， 凭借稳定的两跳， 最终以
15.050的得分获得冠军。

两连冠

作为全运会举重男子56公斤级卫冕冠军，
龙清泉在过去4年里经历了太多。8日的挺举比
赛，龙清泉只成功1把，以130公斤落后主要对
手吴景彪3公斤。“挺举比赛，我只有一个信念：
拼了。最后时刻因为296公斤已经确保冠军，加
上没办法去冲击总成绩的世界纪录，所以放弃
了最后一把（170公斤）。”赛后，龙清泉淡定地
表示。

三金王

商春松无疑将成为本届全运会体育湘军
的“多金王”。在8日下午的体操单项决赛中，她
连续夺得平衡木铜牌和自由操金牌，加上此前
获得的个人全能、 高低杠金牌和女团铜牌，商
春松一人便在本届全运会体操项目中获得3金
2铜。

大四喜

在8日的比赛中，湘籍健儿共获得4金1银3
铜。截至8日21时，湖南代表团不仅在综合奖牌
榜上超越四川，排名提升至第12位，金牌数也追
平了吉林和福建，达到13枚。由于吉林代表团以
冬季项目见长，接下来的十强席位之争，也将演
变成湖南、四川和福建三个代表团的较量。
■三湘华声全媒体特派记者 陈普庄发自沈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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