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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湘江北路摆夜市地
摊的肖何有研究了一天的
“生活圈”后，他觉得自己小
有些心得了，“手机的7个生
活圈中， 有2个小区的淘友
收藏了好些小件家居用品
店，包括收纳袋、垃圾桶、吸
尘器等，可能的话，我就去
批发这些东西摆在小区边
上卖。”在肖何有看来，推销
人员今后或许多了一个新
手段，完全可以根据“生活
圈”的数据分析有的放矢提
高营销效率。

肖何有的猜测不无道
理，实际上，有电商早在今
年7月就低调地在杭州推出
了第一期“生活圈”招商，商
家可以在“生活圈”发布在
线预约、发放优惠券，推送
活动、优惠、服务等信息。对
此，业内人士指出，此举就
是利用手机客户端将微淘
聚拢的粉丝，与区域性商家
形成有效互动圈子，实时沟
通、交流，推动本地生活向
移动电商的战略转型，“生
活圈” 的正式高调亮相，显
然是为这一计划做铺垫。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杨田风

本地商家
转型电商有契机

手机淘宝选出全国最“奇葩” 的六十余个圈
子，涵盖了衣、食、住、行等方面。数据显示，国内最
爱吃鸭脖子的生活圈是杭州市的日晖新村， 全年
共花6万多元买鸭脖子；最“重口味”的生活圈是位
于镇江市的花山湾，用户一年买了5000多个榴莲。

湖南也有两个小区上了榜单。 一个是长沙申
奥美域小区， 它是中国2013年围巾消费量最大的
生活圈，全年共买8358条围巾。还有一个是株洲晨
光小区，是2013年卫生巾消费量最大的生活圈，全
年共买117060件卫生巾。

湖南两小区入榜最奇葩生活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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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东平遗失湖南交通职业技术
学院毕业证书，编号：12397120
0306000157 ，声明作废

受委托，我们依法对下述资产公开拍卖转让，现将有关事宜公告如
下： 一、本次拍卖转让标的物的基本情况：原湖南省汽车制造厂一
宗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及地上建筑物、构筑物、附属设施及全部废
旧机器设备，即 A地块。 该地块位于邵阳市双清区五里牌地段，土
地面积约 9206.53m2，土地用途为商居用地，容积率≤2.0。 具体详
见《邵阳市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用地规划条件书》（2013-53）及《房
屋建筑物及机器设备评估清查明细表》。 交易保证金人民币 1000
万元。 由湖南通程拍卖有限公司负责组织实施拍卖， 联系电话：
13907391719。 上述标的均以现状拍卖转让， 土地的实际面积、规
划、用地指标均以国土、规划部门办证时核定为准，机器设备以现
场清点数为准。 二、拍卖时间、地点：拍卖时间为：2014年 1月 7日
上午 9时 38分。 拍卖地点均为邵阳市产权交易中心交易大厅。

三、 意向受让人请于公告之日起至 2014年 1 月 6 日下午 17 时前
将规定数额的交易保证金汇入邵阳市产权交易中心指定银行账
户，并于 2014年 1月 6日下午 17时前持交款凭证及有效身份证、
照到本次拍卖转让的联合办公地点邵阳市产权交易中心填报《意
向受让申请书》并办理竞买报名手续。 交易保证金均以 2014 年 1
月 6日下午 17时前到账为有效。四、即日起展示标的，并接受报名
（节假日不休），详情请与我们联系，并请登陆网站：www.sycqzx.com
邵阳市产权交易信息网。邵阳市产权交易中心地址：邵阳市红旗路
355号中国银行宝西支行二楼
联系电话：0739-2277622 13487979121 15873787976（交易中心）
13873991123 13975929609（管理人）
监督电话：0739-5361976（市国资委）

0739-5322708（市工商局）
0739-5430955（市商务局）

资产拍卖转让公告

邵阳市国土资源交易中心
邵阳市产权交易中心

湖南通程拍卖有限公司
2013年 12月 17日

夏小兰遗失万科城 37栋 1001
房专项维修资金收据，号码:
000269791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长天贸易发展有限公司增值
税防伪税控系统税控 IC卡卡号
1101101008955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范洋武(身份证 430105198405016
11X)遗失 2011年职称英语考试
(理工 A级)成绩单，声明作废。

�����经国务院批准国土资源部以国土资函[2011]第 602 号批复，省
人民政府[2013]政国土字第 1179 号文件批准，征用岳麓区银盆岭
街道傅家洲村范围内集体土地 0.7320公顷作为长沙先导区傅家洲
村“两安”用地项目建设用地，岳麓区人民政府于 2013 年 4 月 11
日发布[2013]第 004号征收土地方案公告。由于该项目工程建设在
即，红线范围内有坟墓急需迁移，具体位置是：潇湘中路与湘岳南
路交汇处西北角（原周家冲）。

现因建设施工在即，请位于上述红线范围内的坟主，从本公告
登报之日起三十日内， 速与湘岳南路及傅家村六组拆迁指挥部联
系，办理迁坟手续，逾期未迁，将视作无主坟，由建设单位作深埋处理。

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88805133
联系地址：长沙市岳麓区银盆岭街道傅家洲村六组“两安”用地及
湘岳南路拆迁安置指挥部

傅家洲村六组“两安”用地湘岳南路拆迁安置指挥部
2013年 12月 17日

迁 坟 公 告

湘 AKY369的刘小平、
湘 HOLL88彭军

因你驾驶车辆从事非法运
营，被我局依法查扣，至今未来
我单位接受处理， 我局现已作
出行政处罚决定， 请你于公告
当日起三个工作日内到我单位
领取《长沙市交通行政执法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逾期未来领
取，则视为送达。（地址：长沙市
芙蓉区荷花路 7 号， 联系：
84694770 联系人：宾文）

长沙市交通行政执法局
2013年 12月 17日

公 告

永顺县个体户陈隆海遗失由永
顺县工商局 2009年 2月 18日核
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43312760003881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路西品牌策划有限公司遗
失以下证件：长沙市工商局雨
花分局 2007年核发的营业执照
正本，注册号 43011100001208
9； 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及
IC卡，代码 66634609－1；长沙
市雨花区国税局、地税局 2007
年核发的税务登记证正、副本，
税号 :430111666346091； 长沙
银行城南东路支行开户许可证
和银行预留印鉴卡;另遗失财务
章和法人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广州联瑞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
司长沙分公司遗失已盖合同章
空白创新基金合同 2份(一式两
份)编号分别为:UTC-CXCS201303
-9005F 和 UTC-CXCS201304-9010，
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辉达电梯工程有限公司（税
号：430111554934470）遗失国税
发票领购簿一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彭向红遗失谷园路 109号像素大
厦 1102房的权证号为 713066253
的房屋产权证，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杰航电器贸易有限公司，遗
失增值税普通发票一张，号码
0112947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根据本公司股东会决议，本公
司决定解散。 请所有债权人自
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日内向公
司清算组以书面形式申报债权。
清算组地址：岳阳市国贸邦臣
大酒店 12楼。 联系人：吕秋红
电话：13907301838 岳阳天合
嘉诚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清算组

清算公告

经湖南华中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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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市雨花区中意一路
267号前城公寓 1栋 1210
联系人：姚再科，电话 15116434043

注销公告

根据湖南爱建通信有限公司与
湖南华瑞信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的合并协议， 湖南爱建通信有
限公司吸收合并湖南华瑞信通
信科技有限公司， 湖南华瑞信
通信科技有限公司的债权债务
由湖南爱建通信有限公司承
担。 为保护合并各方公司的债
权人的合法权益， 自本公告见
报之日起 45 日内，合并各方公
司的债权人可以要求原公司清
偿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
湖南爱建通信有限公司
联系人：宁义荣，电话：84157180
湖南华瑞信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罗意，电话：84157111

公司合并公告

湘 AMU389、湘 AT7751、湘 A5KX
78、 湘 ALJ845、 湘 AK0178、湘
ADL445、湘 HG3350、湘 AT2341、
湘 A13045、湘 A49239 的当事人：

因你驾驶车辆从事非法运
营，被我局依法查扣，至今未来
我单位接受处理， 我局现已作
出行政处罚事前告知及延期扣
押决定， 请你于公告当日起三
个工作日内到我单位领取《长
沙市交通行政执法局行政处罚
事前告知书》和《延长扣押期限
决定书》，逾期未来领取，则视
为送达。（地址：长沙市芙蓉区
荷花路 7 号， 联系：84694770
联系人：宾文）

长沙市交通行政执法局
2013年 12月 17日

公 告
情非得已：张女士 29 美丽善良
夫老总不育无奈离觅踏实有爱
心男圆我梦不重你条件 13600621736

长沙县开慧镇卫生院遗失湖南
省医疗门诊手工发票 2006 版号
码 07512951-07513000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天心区无名店（刘满秀
）遗失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
个体）正本证号：4301011085
6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久益通信科技有限公司
经股东会决议注销，请各债权
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
以书面形式向本公司清算组申
报债权。 联系人：曹国安，联
系电话：15007345777。

注销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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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谊 交友

公告声明

黄靖遗失会计从业资格证，证号:
43000000040395，声明作废。

金良遗失户口本，身份证号:
430122196912204913，声明作废。

陈芳遗失会计从业资格证，证号:
43072219891123002X，声明作废。

申洁丽遗失会计从业资格证，证号:
430521198709116189，声明作废。

赵彤辉遗失身份证，身份证号码
430103196209242062声明作废。

杨炜伟遗失身份证，身份证号码
430121198407206013声明作废

�����受托，我所发布凤凰县锦绣
凤凰国际大酒店有限责任公司
100%股权转让公告，该酒店是
一家四星级酒店， 座落于凤凰
县凤凰路， 距凤凰古城步行仅
10分钟，占地面积 3554.8m2，总
建筑面积为 12114.84m2。 挂牌
价人民币 7600 万元，其他详见
网站 www.hnaee.com。

湖南省联合产权交易所

凤凰县锦绣凤凰国际
大酒店 100%股权转让

续新文遗失身份证，身份证号码
43010319620604401X声明作废。

刘坚遗失身份证，身份证号码
430102196709122511声明作废。

孙彦璇身份证于 12月 11日遗失，证号:
430103199003142027，声明作废。

张钦翔身份证遗失，证号：
430321199511042712,声明作废。

想家女 33岁丧偶独居温柔靓丽气
质佳，经商经济优，诚寻体健重
感情有家庭责任感男为伴，贫富
地区不限 13425148226 本人亲听

刘清华遗失身份证，身份证号码
430103197207201026声明作废。

朱丽芳，430424198605257247身
份证遗失，声明作废。

陈洋洋遗失身份证和驾驶证
430381198906207800声明作废。

文华遗失坐落于开福区望麓园
北栋 704的房屋产权证，权证号
码：710174267，声明作废。

于耀韬身份证号 430181198604
170319遗失集体户口卡，声明作废

湖南大学王正球学生证丢失，
学号 S12022018，声明作废

周玲遗失集体户口卡，身份证号码
43012319760419892x声明作废。

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湖南分
公司遗失太平人寿保险有限公
司保险单 25 份，保险单单证代
码:0103013181；保险单单证号码:�
00048307712618/00048314503618/
00048322909618/00048329914618/
00048330021618/00048332064618/
00048334759618/00048373880618/
00048793568618/00048820518618/
00048826443618/00048837972618/
00048845522618/00048846057618/
00048867072618/00048869660618/
00048871061618/00048087521618/
00048169324618/00048203921618/
00048210060618/00048238946618/
00048269875618/00048284002618/
00048302098618现声明作废！
特此公告！

遗失声明

黄成身份证 430725199002208320于
2013年 12月 16日丢失,声明作废

刊登
热线 0731-84464801

13875895159
提示：本分类信息不作法律依据，请勿盲目经济往来

网购鉴定最奇葩“生活圈”
闻莺苑当选长沙最土豪小区 专家提醒加入网上圈子要慎传照片

揭秘你比“土豪”差多少

想知道本城哪里的
“土豪” 最多？“白富美”和
“高富帅” 经常在哪里出
没？ 本城哪些地方略“奇
葩”？通过“生活圈”查询，
信息一目了然。

“通过‘生活圈’鉴定，
才知道我家原来住在名流
汇集区，顿时感觉提高了一
个档次。” 家住长沙美林水
郡小区的刘艺当日就尝鲜
了这一新功能，“生活大揭
秘”数据显示，美林水郡小
区居民一年的网购开支为
543万元，人均年消费额达
到3294元， 最高一天收到
了109件包裹，打败了长沙
84%的小区， 更有意思的
是，“生活大揭秘”还特地过
滤出一条信息：小区网友共
买了1.92万元的内衣。

记者也在凯乐国际城
商住楼体验了一把“生活
圈”，全年79万元的消费额
打败了全市 30%的生活
圈， 被定性为“高薪人才
区”，并有一个最明显的消
费特征：“一到下午， 楼里

的吃货们就不淡定了”，楼
里吃货们全年在线预订了
6.42万元的下午茶。从这一
数据来看还是很符合现实
的。记者获悉，网友只要进
入“生活圈”，就可以鉴定
自己是处在“潮人驻扎地”
或是“屌丝略多区”，“学霸
扎堆区” 还是“愤青集中
区”。

【点评】朋友同事每天
都在干什么， 打开微信朋
友圈就知道了， 你所在小
区距离“土豪”有多远？打
开生活圈就明白了。 不得
不说，圈子很火，圈子很强
大。 网购生活圈虽然只是
开支、 品类数据的简单分
析， 但确实能在一定程度
上反映出圈子居民的消费
力和生活品质， 可以侧面
帮助用户鉴定自己身处怎
样的生活圈子。

淘友担心隐私泄露

网购达人陈娇龙尝鲜
“生活圈”后直叹“功能太
强大了！”她的手机能定位
到的“生活圈”有十来个，

包括了自己家里、 父母家里、
工作地点及代付过的亲戚朋
友家的小区， 甚至这些相关
邻居正在买什么， 收藏了哪
些店铺都能了如指掌，“今后
再也不用担心和邻居撞衫
了！” 陈娇龙调侃过后也很担
心，消费隐私会不会泄露啊？
“土豪” 小区会不会被特别小
偷盯上？

记者体验也发现，在订阅
生活圈的页面就有提示，“点
击完成订阅即视为同意在生
活圈动态中显示我的头像”，
这也就意味着， 如果买家放
的是真实头像， 那就很有可
能会被你的邻居认出来，你
的购物品类、 购物品位也会
暴露无遗。

【提醒】 淘宝工作人员表
示，“生活圈”功能是根据用户
所在的地理位置和收货地址
进行的鉴定， 但都是统计了
总数据， 而不会提供具体数
据， 更不会具体到某个人买
了什么买了多少， 因此用户
不必有隐私泄露的恐慌。不
过，业内人士还是提醒，介意
的淘友慎传大头照， 担心被
贼盯上则要加强防盗了。

随着个性化时代来临， 中国人逐渐习惯给自己贴上各类标签，一
个典型的特征是，圈子社交逐渐兴起。2011年的豆瓣网、2012年的微
信，莫不如此。今年，就连淘宝也开始挖“圈子”了。

12月16日，手机淘宝正式推出“生活圈”鉴定功能。数据显示，长沙
网购最土豪的小区是雨花区绿城闻莺苑小区， 这里的用户人均年消费
金额高达6800元以上，位列全市第一。雨花区融科·紫檀小区和天心区
天城尚品小区网购起来也毫不手软，分别超过6600元和60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