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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内容：9月 19日-21
日，购冰箱、洗衣机、彩电、空
调、 厨卫3件及3件以上不同品
类的商品， 满19999元 送iPad�
mini一台； 满 29999元 送 i-

Phone5一台。
解说： 参与金额比预存要

高，参与条件及品类也要达到3
件及以上才能参加该活动。惊
爆特价机不参与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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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往年“天价”月饼、豪华
礼盒、高档烟酒“满天飞”不同，
现在的中秋馈赠讲究情礼并
重， 心意新颖———用中国福利
彩票网点即开票“中秋送福”、
“花好月圆”等彩票作为中秋馈
礼， 让您和亲朋好友的中秋节
过得更有新意， 送的是幸运和
开心。

“中秋送福” 票面色彩鲜
艳、设计精美。皎洁的圆月，悠
远的团龙纹， 喜气洋洋的月宫
玉兔营造了团圆、祥和、喜悦的
氛围。主刮开区以“福”字为主
体设计， 充分体现了中秋送福
的主旨。中奖图符“月饼”、“满
月”和“福”字与中秋主题完美
契合， 使整个彩票的票面与玩
法形成一个整体， 丰富了彩民

的中奖体验。“中秋送福” 面值
10元，奖级12级，返奖率65%，
一等奖25万元。 本彩票共有两
个玩法， 两个玩法区内的中奖
奖金兼中兼得。

“花好月圆” 票面雅致，清
丽脱俗，玩法与主题结合紧密：
结伴的鸳鸯中包含了丰富的奖
金； 灵动的蝴蝶下方隐藏了诸
多元宝； 而在朵朵鲜花之中隐
匿了富贵的牡丹。“花好月圆”
面值10元，奖级11级，返奖率
65%，一等奖25万元。本彩票共
有三个玩法， 三个玩法区内的
中奖奖金兼中兼得。 ■江东去

9·19要来啦，明天，国美和
府店将盛大开业， 上千款特价
机型跌破常规销售， 套购满
29999元，IPHONE5免费提回
家， 全场购物满1000元返200
元超大让利，还有5克金条等你
来抽，明天，来国美和府店捡便
宜吧！

千万豪礼、万台特价机
促销、直降、打折、赠礼一

个不少！
绝对重磅备货资源， 万台

特价机分配到店。 此次国美和
府店新装开业惠卖， 再度联合
三星、夏普、三洋、联想、海尔、
西门子、LG、 美的等数百家知
名品牌制造商， 推出数千种热
销机型，保证和府“低价标杆”
的市场形象。

据了解，9月19日-9月21
日， 来和府店购物全场满1000
元返200元，购物满29999元 即
送iphone5一台 ， 满19999元
即送ipadMini一台，活动期间

购家电满1000元及1000元以
上即可凭当日购物发票参与抽
奖中金条活动，9.19-9.21每天
12：00和20：00两档，奖品为市
价1290元的5克千足金条。

全场5折起 促销风暴袭湘
国美和府店的盛装开业，

将全面改写今年长沙黄金周家
电卖场的格局。 上千款市场热
门产品将以颠覆底价的劲爆
价， 各大品牌将把丰富的促销
资源投入国美，90%的特价产
品均为市场主流机型和新品，
引发长沙家电市场价格地震！

作为家电产品的重头戏，
平板电视是新居必不可少的重
头戏。 消费者在和府店不难发
现，新装后的平板展厅更大、更
全、 更明亮， 关键是价格更
低———20大知名品牌承诺：所
有规格的标杆低价将在和府店
率先出炉！ 千台样机和不间断
的促销活动， 保证和府店成为
长沙最具影响力的平板卖场！

看清“中秋游戏攻略”
明天到国美和府店捡篓子去

玩游戏闯关难，没关系，还有游戏攻略参考。那么，买家电
呢？有没有攻略，能让人更省钱省心？

在“金九银十”到来之际，相信不少淘货一族蠢蠢
欲动。那么，9月19日，来国美和府店吧，新装开业
的它带来6大精彩纷呈的活动，让你买得过瘾，
玩得尽兴。 还有湖南国美相关负责人现场
为你解说，如何参加活动最顺心、省钱。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杨迪

活动内容：9月19日-21
日，购家电满1000元及1000
元以上即可凭当日购物发票
参与抽奖中金条活动。 奖品
是5克金条一根。出奖时间在
9月19日-9月21日每天12:
00、20:00。

解说：有购物发票的消费
者，在一楼有抽奖区域凭发票
领取抽奖券，填写好两联个人
信息后， 把抽奖券投入抽奖
箱， 每天抽2根金条， 中午一
档，晚上一档。为了保证活动
的公平公正，国美工作人员都
不会抽奖，而是交由现场的消
费者，自己的命运自己决定。

活动内容：9月18日前，预
存20元得1.8L金龙鱼食用油一
瓶，加200元国美和府店开业现
金抵用券一张。（限500名）

预存50元得5L金龙鱼食用油
一瓶，开业购传统电器两个及以上
不同品类产品满15000元， 加200
元换购iPad�mini一台。（限100名）

预存100元得5L金龙鱼食
用油两瓶， 开业购传统电器两

个及以上不同品类产品满
25000元 ， 加 500元 换购 i-
Phone5一台。（限50名）

解说：预存活动有预存得特
价机券和预存拿200元现金券或
预存满额换购苹果两种形式，不
过活动开展时间并不在同一天。
特价机券购买时间在9月19日，而
200元券和预存满额换购活动则
在18日17点后开展。

预存送油，还能换购苹果

活动内容：9月18日之前，
国美会员可以凭国美会员卡到
和府店门店免费领取一张特价
机预售卡或一张200元现金券
（两种券二选一）。

解说： 国美会员9月17日17
点前可至门店领取，也可以提前

电话预定，18日17点前领取。使用
规则也需要注意， 传统家电满
1000元就可以使用，不限产品和
型号；3C品类则需满2000元才能
使用， 同样不限品牌和限号。不
过 iPhone5C、iPhone 5S因没到
货，所以不参加活动。

会员优惠专享

活动内容：9月19日-21日，
来门店购冰洗、空调、彩电、厨卫、
小家电、手机、数码、电脑单品满
1000元返200元，上不封顶。

解说：满千返200元本质上
与送200元券的性质是一样的，
不过是在19日以后开展， 同时，
部分品牌和型号不参加该活动。

满1000元返200元

套购满额送iPad�mini、iPhone5

满千抽奖送金条

活动内容：9月19日-21
日， 购家电即可凭当日购物
发票参与幸运转盘活动，
100%中奖。 一等奖送1.8L
食用油一瓶； 二等奖送可乐
两罐；三等奖送抽纸一盒。

解说：购物有礼品，购完
物依然有奖品。19日当天，国
美和府店门口将设置一个幸
运转盘，上面每一项都是一个
奖品，只要购物的消费者都可
以去参加。

玩幸运转盘
中奖率100%

“中秋送福”、“花好月圆”
情礼并重贺中秋

明天，来国美和府店捡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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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美和府店电梯效果图。

◆登录省联交所网站 购买司法拍卖资产◆

��������受法院委托， 定于 2013年 10月 10日 15时在湖南省联合
产权交易所（以下简称省联交所） 依法按现状公开拍卖下述标
的，现公告如下：

一、标的一：惠州市博能新能源有限公司所有的设备（单层
间歇转移涂布机四台、半自动注液机一台）,详见《湘求资评报字
【2013】 第 24号资产评估报告书》, 评估价为人民币 153.76 万
元，起拍价 153.76万元，竞买保证金 15万元。

标的二：长沙市芙蓉区凌霄路紫薇公寓 5栋 1303房(含装
修)，权证号码为：00201101，产权面积 117.2㎡，评估价为人民
币 60.35万元，起拍价 60.35万元，竞买保证金 5万元。

二、拍卖标的自公告之日在标的所在地现场展示。
三、竞买人必须以转账方式（不接受现金缴存）将竞买保证

金在 2013 年 10 月 8 日 17 时前（以到账时间为准）缴至如下账
户(账户名称：湖南省联合产权交易所司法拍卖保证金专户，开
户银行：民生银行长沙分行营业部，账号：3101�0141�9000�0022)。

四、竞买人应在 2013年 10月 8日 17时前凭付款凭证及有

效证件到省联交所办理竞买登记手续后方可取得竞买资格，逾
期不予办理。

五、成交价款支付方式、期限：买受人在拍卖成交之日起 5
日内付清全部成交价款。

六、有意竞买者到湖南万和拍卖有限公司或省联交所咨询。
联系电话：唐女士 13787284298，李先生 13548662127。

监督电话：省高院 0731-82206302���
�������委托法院：标的一 0731-88926151，标的二 0731-84816572
�������工商：0731-89971678
�������省联交所地址及电话： 长沙市芙蓉中路三段 569 号湖南商
会大厦（西塔楼）20、23A楼 84117296、13548671123�汪女士
详见人民法院诉讼资产网 www.rmfysszc.gov.cn
�������省联交所网站 www.hnaee.com

���������������������������������������������������������湖南万和拍卖有限公司
2013年 9月 18日

拍卖公告 ��������根据《湖南省河道采砂管理试行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经湖
南省水利厅、澧县人民政府批准，受澧县水利局委托，对澧县澧水刘家河
至二圣滩河段 5个标段的砂石开采权及砂场使用权进行公开拍卖出让，
现将拍卖的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
标的一：刘家河（上），长 617 米，砂石储量约 180 万吨，年控制采砂

60万吨；
标的二：刘家河（下），长 616 米，砂石储量约 180 万吨，年控制采砂

60万吨，拍价为 980万元，保证金 800万元；
标的三：二圣滩（上），长 606 米，砂石储量约 327 万吨，年控制采砂

65万吨，拍价为 980万元，保证金 800万元；
标的四：二圣滩（中），长 606 米，砂石储量约 327 万吨，年控制采砂

65万吨，拍价 1580万元，保证金 1200万元；
标的五：二圣滩（下），长 606 米，砂石储量约 327 万吨，年控制采砂

65万吨，拍价 1580万元，保证金 1200万元。
以上每标的出让年限 3年，采砂船控制数量 1+1，砂场面积为 26亩。
二、竞买报名条件
1、竞买人须为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依法核准登记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和其它组织（法律、法规和文件有限制的除外）。
2、 竞买人在 2013年 3 月 30 日禁采公告生效期内没有违法采砂行

为记录。
3、竞买人可独立或联合报名参加竞买。
4、竞买人须按规定全额交纳竞买保证金，办理竞买登记手续。
三、竞买人报名的申请和受理
符合竞买条件者可至报名点购买《拍卖手册》(1000 元 / 套)，并按《竞

买须知》的要求提交竞买申请材料，办理竞买登记手续，全额缴纳竞买保

证金，经资格审查后取得竞买资格。 拍卖采取设保留价增价拍卖的方式，
按价高者得的原则确定。

四、竞买人报名时间、地址、联系电话。
1、咨询报名时间：2013年 9月 6日 8时起至 2013年 9月 25日 18时

止（工作时间）。
2、竞买人报名地址
澧县报名点：澧州大道东段富临王朝大酒店（张女士 13508477128）
长沙市报名点：长沙市韶山北路 1 号原省委机关服务中心三楼湖南

金烨拍卖有限公司（0731-82215893��王女士 15874881855�）
五、竞买保证金缴纳
1、收款单位：澧县财政局预算外资金
2、保证金账户一：中国工商银行澧县支行
账号：1908�0720�0902�4905�851������

��������保证金账户二：中国建设银行澧县支行
账号：4300�1570�0680�5000�3291

��������3、竞买保证金到账截止时间为：2013 年 9�月 25 日 17 时止。 竞买保
证金以到账为准，逾期无效。

六、标的踏勘
自拍卖公告之日起，可安排现场踏勘，竞买人也可自行前往考察。
七、拍卖会举办时间、地址
拍卖会时间:�2013年 9月 26日上午 9时 28分
拍卖会地址:�澧县行政中心 6号楼二楼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交易大厅
八、未尽事宜
本次拍卖相关的事项如有变更，将发布变更公告。 拍卖有关事项及未尽事

宜，详见报名时索取的有关资料或登陆www.hnpmw.com（湖南拍卖网）查询
湖南金烨拍卖有限公司

澧县澧水河道砂石开采权及砂场使用权拍卖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