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双色球第2014010期彩
票开奖中，上海一站点中出103
注二等奖， 一张彩票为25倍复
选蓝球4个的复式票，总奖金为
12777000元。另一张二等奖彩
票是3注红球复选9个的复式
票，奖金395460元。正当第二
天工作人员收到中奖公告，在
讨论两张彩票到底是一人所

中， 还是另有其他人跟随购彩
时，来自湖南的黄先生（化姓）
拿着两张彩票前来兑奖。

黄先生开口第一句话是：
“我是奔着掏空奖池的目的去
的，谁知道就差了一个号，早知
道，蓝复式全包了。那样，我估
计就要戴着口罩来领奖了。”就
因为1球之差，黄先生的掏空奖
池的梦破灭了， 虽然103注有
13172460元奖金，但是亿万富
翁瞬间变为千万富翁的心里落
差， 还是让黄先生颇有几分纠

结。黄先生是一位老彩民，从
小就对数字特别敏感， 自从
有了彩票就特别热衷于研
究， 一般都是下班后在附近
的销售点购买。 这组中奖号
码他已经守号好几年了，对
于中奖这件事， 黄先生一直
特别自信。每年的加奖期间，
他都会加大投注倍数， 在去
年年底加奖期， 他也曾50倍
投注， 但是未能如愿。 谁知
道，等加奖期结束，自己就成
了千万大奖得主。

为了庆祝，在春节假期，黄先
生带着一直支持他购彩的妻子去
国外好好地旅游放松一下。 其次
就是， 在上海奋斗多年后按揭买
的房子，黄先生准备一次性还款。
“欠着钱， 总觉得头上悬了一把
剑。现在心事没了，能开心地生活
了。” ■福彩

聚宝盆…

受法院委托，我公司定于 2014年 3 月 17 日 1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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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市天心区劳动西路 229 号 1501、
1502号两套房产（整体拍卖）。 标的位于长沙市天心
区劳动西路 229 号凯华大厦， 大厦距离芙蓉路约 100
米； 两套房屋均办理了房屋所有权证， 权证号码为
00262142、00262143，面积共计 290.89 平米；房屋建于
1996年，钢混结构，总层数 15 层。 标的评估价为人民
币 239.4万元。

二、拍卖起拍价为人民币 215.46万元。
三、拍卖标的自公告之日起在标的所在地现场展

示。
四、 竞买人应在 2014年 3月 13日前以转账方式

（不接受现金缴存）将竞买保证金 20 万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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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4年 3 月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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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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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975192222� 虢 女 士
13548986209��熊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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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31-84178668，15273184208�汪女士
监督电话：
省高院 0731-82206302���

�������委托法院 84784830��工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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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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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鑫利丰拍卖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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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 卖 公 告

二、拍卖标的自公告之日在标的所在地现场展示。
三、竞买保证金缴纳时间截止2014年3月13日（不接受

现金，以到账为准）。竞买保证金账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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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3月1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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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督电话：省高院0731-82206302�
委托法院：0731-84784811（标的1）

0731-88926151（标的2、3)
工商：0731-89971678

有意竞买者至湖南鑫利丰拍卖有限公司或省联交所查
阅资料，
咨询电话：0731-82056078， 13687371898刘女士
省联交所地址： 长沙市芙蓉中路三段569号湖南商会大厦
（西塔楼）23A楼。
咨询电话：0731-84178668,15273184208
详见人民法院诉讼资产网www.rmfysszc.gov.cn
省联交所网站www.hnaee.com
湖南鑫利丰拍卖有限公司 www.hnxlfpm.com

受法院委托， 定于2014年3月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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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单位：平方米，万元

标的号

1

2

3

拍卖标的
长沙市雨花区
长沙大道598
号檀香花园35
栋108号门面
长沙市岳麓区
杜鹃路1089号
西郡小区A7栋

404房
岳阳市岳阳楼
区吕仙亭办事
处芋头田居委
会115、123、
153号门面

权证号

713095177

709161634/
709161635

161492

建筑/产权面积

68.56

134.61

67.64

房屋用途

商业

住宅

商业

评估价/起拍价

169.29

67.49

33.48

保证金

20

10

5

光大银行
产品名称：T计划2014年定向

第一期
购买日期：2月24日-3月2日
认购起点：5万元
投资期限：117天
预期收益率（年化）：6%

浦发银行
产品名称：高收益理财产品
购买日期：2月24日-3月3日
认购起点：50万元
投资期限：148天、240天
预期收益率（年化）：6.6%、6.9%

兴业银行
产品名称：天天万利宝
购买日期：2月27日-3月3日
认购起点： 30万元
投资期限：371天
预期收益率（年化）：6.5%

招商银行
产品名称：鼎鼎成金
购买日期：2月27日-3月3日
认购起点：5万元
投资期限：45天
预期收益率（年化）：6.1%

中国银行
产品名称：中银债富
购买日期：2月27日-3月3日
起购金额：50万元
投资期限：183天
预期收益率（年化）：6.0%

渤海银行
产品名称：渤盛85号理财产品
购买日期：2月27日
起购金额：10�万元
投资期限：364天
预期收益率（年化）：6.35%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梁兴

通讯员 傅晓菡 成晶晶
赵书生 虢锐 夏葳

银行“宝” ★★★★★
互联网“宝” ★★★
据记者了解， 在认购起

点上，互联网各种“宝”基本
都从1元起，但是各大银行为
了与互联网各种“宝”竞争，
也纷纷推出了申购最低金额
1元以及更低的各种“宝”。中
行与中银基金推出的活期宝
门槛为1元，而一家股份制银
行的起购门槛甚至低至1分

钱。 不过也有比现有的门槛
更高的产品， 比如工银薪金
宝首次认购或申购最低起点
金额100元，追加认购最低金
额、 申购最低金额均为1元，
单笔赎回最低份额1份(1元)，
该基金账户最低基金份额余
额为1份。

但在认购额方面， 互联
网的各种“宝”受到银行资金
限制， 支持绑定微信理财通

的12家银行均对其设置了单笔
限额或者单日限额，比如招行、
民生银行、 兴业银行对理财通
的单笔限额5000元。

除此之外， 不少互联网
“宝”产品本身也给出了额度限
制， 零钱宝对于未认证客户单
笔只允许1000元， 余额宝和微
信理财通单账户总额均不得超
过100万，而银行的各种“宝”几
乎没有设置申购赎回上限。

银行“宝”迎战互联网“宝”
“宝宝”大PK：收益不分上下，银行“宝”更专注理财，互联网“宝”更便于消费

湖南人在上海狂揽1317万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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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互联网各种“宝”疯狂吸金模
式的冲击下，商业银行感受到了巨大
的压力， 诸多银行开始奋力反击，包
括中行、工行以及民生银行在内的多
家银行均推出银行“宝”产品以迎接
互联网各种“宝”的挑战。

事实上，互联网各种“宝”与银行
各种“宝”有很多的共同点，其实质都
是货币型基金产品，但二者在认购起
点、便捷性、安全性以及认购金额限
制方面有所不同。为了吸引更多的客
户，“宝宝”们在效率、额度以及收益
率等方面展开了PK， 投资者选对产
品可以获得最大的收益与便利。

银行“宝” ★★★★
互联网“宝”★★★★★
在使用便捷性方面，互联

网的各种“宝” 显然比银行
“宝”具有优势，比如支付宝与
天弘基金推出的余额宝在淘
宝购物上十分方便，从支付宝
转入余额宝的资金，在淘宝购

物时直接可以支付。 另外，苏
宁推出的零钱宝等互联网
“宝”都可以支持购物。而工行
推出的薪金宝、中行推出的活
期宝就不能提供这些增值服
务，它更主要的是投资功能。

有专业人士也表示，“虽
然银行类“宝 ” 产品打出

“T+0”模式，但是比起余额宝
的消费代扣服务却略逊一筹。
余额宝将理财与消费无缝融
合在一起，对于传统银行业与
互联网金融之间的角逐来说，
对以存贷作为考核机制的银
行业来说，无疑是一个重大的
挑战。

银行“宝”不设限额，互联网“宝”门槛有点多

银行“宝” ★★★★★
互联网“宝”★★★
自诞生以来，余额宝等互

联网理财产品的安全漏洞曾
一次次被舆论推上风口浪尖，
互联网“宝”多数通过客户端
直接绑定银行卡进行充值、消
费，安全隐患不可忽视。对互
联网理财有所接触的李先生
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因为担心
互联网各种“宝”的安全性，并
不敢放太多钱进去。

相比之下， 银行的理财测
评相对而言较为完善，监管也更
加到位。银行推出的各种“宝”由
于银行实行全程监控，资金安全
方面能得到很大保证。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梁兴

银行“宝” 全程监控
互联网“宝”绑定银行卡

互联网“宝”花钱更容易，银行“宝”擅长“守财”

门槛

安全度

便捷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