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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卖公告
������受法院委托， 定于 2013 年
11月 1日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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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卖标的：长沙市望城
区高塘岭镇莲湖重建地房屋一
栋，建筑面积 640.84 平米，土地
使用权类型为划拨，评估价为人
民币 174.75万元。拍卖标的已设
定房屋他项权利登记，权利登记
种类为抵押。

二、 拍卖起拍价人民币
134.8万元。

三、拍卖标的自公告之日起
在标的所在地现场展示。

四、竞买人应将竞买保证金
人民币 10 万元在 2013 年 10 月
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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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竞买人应在 2013 年 10
月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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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有意竞买者请到湖南省
高盛拍卖有限公司或省联交所
咨询。 联系电话：熊女士
18975192222 13548986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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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A楼
13755193223、84119189
省高院监督电话：0731-82206302
委托法院监督电话：0731-88179368
工商监督电话：0731-89971678
详见人民法院诉讼资产网
（www.rmfysszc.gov.cn）、
省联交所网站（www.hnaee.com）

湖南省高盛拍卖有限公司

������受法院委托， 定于 2013 年
11 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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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卖标的：神钢 SK460-8
履带式挖掘机一台。 生产日期为
2007 年 11 月 30 日，评估价人民
币 129.92 万元， 起拍价人民币
110万元。

二、 拍卖标的自公告之日在
标的所在地现场展示。

三、竞买人应以转账方式（不
接受现金缴存）将竞买保证金 10
万元在 2013 年 10 月 29 日 17 时
前缴至如下账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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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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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卖标的成交价款自拍
卖成交之日起 7 个工作日内一次
性付清至委托法院指定账户。

六、特别提示：请当事人、担
保物权人、 优先购买权人或其他
优先权人于拍卖日到场， 如参加
竞买， 应按本公告的规定办理竞
买登记、缴纳保证金、参加拍卖会。
监督电话：省高院 0731-82206302
委托法院 0731-85881450
工商 0731-89971678

有意竞买者至湖南大为拍卖
有限公司或省联交所查阅相关资
料，咨询电话：82939680
13908472138 邓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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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A 楼 0731-84119189
15074836373 万女士
详见人民法院诉讼资产网
www.rmfysszc.gov.cn、
省联交所网站 www.hnaee.com

湖南大为拍卖有限公司

拍卖公告

湖南兆一工贸有限公司遗失组
织机构代码证 IC卡，代码
06823705-5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君泽建材贸易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决议注销 ，请各债权人
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四十五日内
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地址：
长沙市开福区三一大道天都大厦
3栋 8033房。 联系人：夏仿
电话： 13307497916

注销公告

长沙陆零废旧物资回收有限公
司遗失组织机构代码证 IC卡，
代码 05584625-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县榔梨卫冕再生物资回收
部遗失长沙县工商行政管理局
2008 年 1 月 11 日核发的营业执
照副本，注册号：430121600025
655,及地税税务登记证副本，
税号：43012119730619171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根据公司股东会议决定，本公
司决定注销。 为保护债权人的
合法权益，请债权人自本公告
登报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司
清算组以书面形式申报债权。
联系人:康沅海 电话:13575951106
岳阳天成冷暖设备工程有限公司

注销公告

长沙天择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遗失
法人章一枚，（法人：何春艳），遗失
三湘汽配城 4 栋 22-23 号门面 2
万元押金条一张(韩路)，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爱心驿站婚友
女 35 离未育私营收入丰
房车齐甜美秀丽征成家男
男 50 离省直单位多套房
无负担征朴实善良持家女
私企老板美少妇 39 经济
佳房车齐备不愿婚约交友

13142019199
15675857060
15580927867

婚介老字号相亲
交友的最佳选择82536102

湖南泥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遗
失组织机构代码证 IC卡，
代码 05389428-X，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地球村工贸有限公司遗失
国税税务登记证正本，税号
430102758046934 及组织机构代
码证 IC 卡代码：75804693-4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上海洲信信息技术有限公司长
沙分公司遗失国税税务登记证
正本、地税税务登记证正本，
税号：430111790317415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长目信息技术有限公司遗
失长沙市工商局开福分局 2013
年 1月 31日核发的 4301110000
80966工商营业执照正本和社
会保险登记证，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谢燕（身份证号 432522198611
15330X）因公司档案室意外失
火；遗失会计从业资格证，编码
4300000042209，声明作废。

长沙建腾五金科技有限公司经
公司股东会议决定注销，请各
债权人自本公告登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地址：长沙市芙蓉区车站北路
70号万象新天公寓第 5幢 N单
元 1316房 联系人：杜建梁
电话：13574823285

注销公告

长沙市雨花区阳冬清美术教育
培训学校遗失发票购领本，税
号：430111796890386，声
明作废。

遗失声明

男 54 岁丧偶内退现经商多年有房
车双险身体健康寻贤惠善良真心
过日子女为伴可带孩 18344255522

本人征婚：男 47岁丧偶为人随和
重感情，经商经济优，诚寻贤惠
顾家孝顺女为伴，其它不限，有
孩视亲生 13480123728 本人亲谈

长沙海川节能技术有限公司遗
失增值税普通发票(发票联)五
张,发票代码:4300124620,发
票号码:00094300、00689311-14,
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长沙市罗蒂公主食品有限公司
遗失开户许可证,开户行:中国
农业银行长沙大华支行,核准号
J551002088620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华富源融资租赁有限公司
遗失组织机构代码证 IC卡,代
码:07057676-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邵源法遗失坐落于雨花区井湾
路 258号(原郊区红星村冯家冲)
401房的权证号为 00629431
的房屋产权证，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谭文竹遗失坐落于劳动东路 174
号福乐康城 3栋 206房的权证
号为 00568596的房屋产权证，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永芝南食店遗失烟草专卖零售
许可证副本，证号:430101111698，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公告声明联谊 交友

郑重提示：本栏信息不作法律依据，交往请慎
重 ， 谨 防 受 骗 ， 切 勿 盲 目 经 济 往 来

受委托，我公司定于 2013 年 10
月 18日上午 9 时整在望城区文
源路财政局四楼会议室公开拍
卖旧机动车 40 余台， 有意竞买
者请于 2013 年 10 月 17 日下午
4 时前携有效身份证明到我公
司办理报名登记手续， 保证金
5000 元每台（现金缴讫），未成
交者， 保证金于拍卖当日退还。
2013 年 10 月 16 日、17 日实地
展示查看车辆。 报名地址：望城
区望城大道 61 号望邮公寓 A
栋 303室 联系电话：13786115708
张先生 工商监督：0731-88084167

拍卖公告

真心成家女 33 岁丧偶多年温柔贤
惠漂亮，自营生意多年收入稳定，
诚觅体健重情男为夫，其它不限，
有孩视亲生 13723788255本人亲谈
女 35岁丧偶多年端庄贤惠貌佳，
自营生意多年，诚寻性格脾气好
有上进心男为夫，其它不限，有
孩视亲生 13510719289 本人接听

李文渊遗失户口内页,身份证号码
432501197608060018声明作废。

宋炳如遗失户口簿及身份证，
身份证号码 43010319531003
3113，声明作废。

男 52 岁丧偶经商收入丰厚随和
重情有责任心寻真诚善良女共
度晚年有孩可亲谈 13590177809

本人征婚 13590177809

改变你我：随缘女 29 温婉贤淑
夫丧无孩独自打理家业觅真心
待我男共建温馨家 18818115273

众里寻他：小梅 28美丽富有因
夫不育无奈离寻健康男圆我梦
不嫌你一无所有 15158103162

男 50岁丧偶退伍军人诚实稳重
大度有爱心经商经济稳定寻贤
淑传统本分女为伴可带孩亲谈

《个人征婚 13824323933》

娱乐商店遗失烟草专卖零售许
可证正本，证号:430122102123，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姚茗曦遗失户口内页，身份证号:
430105200111301310，声明作废。

邹敏于 2013年 9月 9日不慎遗
失由人事部，卫生部颁发的初级
(师)卫生专业技术资格证书，专
业为护理学，编号为 07066892，
特此声明作废。

甘靖遗失会计专业技术中级证
书，证书编号：08280101034
40，声明作废。

寻缘女阿华 28岁 1.66米温柔靓
丽离渴望家庭的温暖觅健康男
圆梦有缘助发展 18888795268

王敏燕（身份证号 43252219900
7170044）因公司档案室意外失
火遗失会计从业资格证，编码：
432522199007170044，声明作废。

湖南元盈股权投资管理合伙企
业（普通合伙）遗失组织机构
代码证 IC卡,代码:59942155-6，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岳阳长锐安防技术有限公司遗
失岳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岳阳
楼区分局 2008年 12月 8日核
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
号:43060000004637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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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在
当地时间14日揭晓， 美国经济学
家拉尔斯·彼得·汉森、欧仁·法马
和罗伯特·席勒获奖。以表彰他们
在研究资产市场的发展趋势采用
了新方法。

诺贝尔在1895年的遗嘱中并
未设立经济学奖， 不过瑞典央行
为了纪念诺贝尔， 在1968年增设
此奖项，1969年起才开始颁发。经
济学奖评选标准与其他奖项相同，
获奖者由瑞典皇家科学院评选。

中央财政50亿
治理大气污染

财政部14日发布消
息，中央财政已于日前安
排50亿元资金，全部用于
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大气
污染治理工作，具体包括
京津冀晋鲁和内蒙古六
个省份，并重点向治理任
务重的河北省倾斜。

■均据新华社

问：健康服务业具体
包括哪些领域？

答：健康服务业主要
包括医疗服务、健康管理
与促进、健康保险以及相
关服务，涉及药品、医疗器
械、保健用品、保健食品、
健身产品等支撑产业。

问：发展健康服务业
和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
革有什么关系？

答：二者宗旨是一致
的，各有侧重，又相辅相
成。深化医改重在保障人
民群众基本医疗卫生需
求，强调政府主导，调动
社会力量共同参与。发展
健康服务业着眼于满足
人民群众多层次、多样化
的健康需求，涵盖基本与
非基本健康服务。

2020年健康服务业规模争超8万亿
国务院印发《关于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 加快形成多元办医格局

八大任务

《意见》明确了今后一个
时期发展健康服务业的主要
任务。 一是大力发展医疗服
务。加快形成多元办医格局，
落实鼓励社会办医的各项优
惠政策， 优化医疗服务资源
配置。

二是加快发展健康养老
服务， 推进医疗机构与养老
机构等加强合作， 提高社区
为老年人提供日常护理、慢
性病管理、 中医保健等医疗
服务的能力。

三是积极发展健康保险。
四是全面发展中医药医

疗保健服务。 力争使所有社
区卫生服务机构、 乡镇卫生
院和70%村卫生室具备中医
药服务能力。

五是支持发展健康体检
咨询、全民体育健身、健康文化
和旅游等多样化健康服务。

六是培育健康服务业相
关支撑产业。

七是健全人力资源保障
机制。

八是夯实健康服务业发
展基础。

七大举措

《意见》 从刺激消费需
求、鼓励扩大供给两个角度，
提出了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
的政策措施。 一是放宽市场
准入， 简化紧缺型医疗机构
和连锁经营服务企业的审
批、登记手续，放宽对营利性
医院市场准入和配置大型设
备的限制。

二是加强规划布局和用
地保障， 扩大健康服务业用
地供给， 优先保障非营利性
机构用地。

三是优化投融资引导政
策， 鼓励金融机构创新适合
健康服务业特点的金融产品
和服务方式。

四是完善财税、 价格政
策， 将社会资本举办的医疗
机构纳入财政专项资金和政
府投资补助范围。

五是引导和保障健康消
费可持续增长。

六是强化法制建设和服
务监管。

七是支持健康知识传播
机构发展， 培育健康文化产
业。

为加快发展健康服务业，14日， 国务院
公布了《关于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
见》（以下简称《意见》）。力争到2020年，实
现基本建立覆盖全生命周期、 内涵丰富、结
构合理的健康服务业体系，健康服务业总规
模达到8万亿元以上目标。

三名美国经济学家分享诺奖
他们在研究资产市场的发展趋势采用了新方法

瑞典皇家科学院说，三名经济学家为“现有对资产价值的
认知奠定了基础”。 几乎没什么方法能准确预测未来几天或几
周股市债市的走向，但可以通过研究对三年以上的价格进行预
测。“这些看起来令人惊讶且矛盾的发现正是今年诺奖得主分
析作出的工作。”瑞典皇家科学院说。

现年74岁的法马、60岁的汉森在芝加哥大学工作， 现年67
岁的席勒则是耶鲁大学的教授。 这三名经济学家将分享800万
瑞典克朗(120万美元)的奖金。自2000年以来，美国的经济学家
几乎包揽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综合新华社

Q

拉尔斯·彼得·汉森尤金·法马

为资产价值认知奠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