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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永达拍卖有限公司
湖南昌大拍卖有限公司

2014年4月2日

◆登录省联交所网站 购买司法拍卖资产◆

受法院委托，定于2014年4月1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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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嗑得响食品有限公司名下位于浏阳市
生物医药工业园的国有土地使用权及地上房屋建筑物、其他附
属物、机械设备。土地使用权证号为浏国用（2008）第5445号，土
地使用权面积26636.34平方米； 建筑物权证号浏房权证字第
709012557号、709012558号、710005476号， 总面积11465.18平方
米（其中807.39平方米建筑物未办理房屋产权证）。评估价共计
人民币3278.079万元。

二、拍卖起拍价人民币2500万元。
三、拍卖标的自公告之日在标的所在地现场展示。
四、竞买人必须以转账方式（不接受现金缴存）将竞买保证

金人民币500万元在2014年4月16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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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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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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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按本公告的规定缴纳保证金、办理
竞买登记手续、参加拍卖会。

监督电话： 省高院0731-82206302��委托法院：85798257工
商：89971678
�������有意竞买者至湖南永达拍卖有限公司、湖南昌大拍卖有限
公司或省联交所查阅资料， 咨询电话：13055166975万先生
13574815566杨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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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273184208,0731-8417866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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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卖公告

湖南新资源拍卖有限公司
2014年4月2日

◆登录省联交所网站 购买司法拍卖资产◆

受法院委托， 定于2014年5月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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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市岳麓区静园山庄20栋房产
（房号为101、201、301、302号）， 房屋所有权证编号
为长房权证岳麓字第712107571号，建筑面积378.37平
方米，评估价为人民币236.1万元。

二、拍卖起拍价人民币236.1万元，竞买保证金20
万元。

三、 拍卖标的自公告之日在标的所在地现场展
示。

四、竞买保证金缴纳时间截止2014年5月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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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竞买人应在2014年5月6日1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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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法院电
话：0731-85798257
�������工商电话：0731-89971678
�������有意竞买者至湖南新资源拍卖有限公司或省联
交所查阅资料，咨询电话：周小姐 18684804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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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

详见人民法院诉讼资产网www.rmfysszc.gov.cn
�������省联交所网站www.hnaee.com

长沙市岳麓区静园山庄独栋别墅拍卖公告

欧宝汽车明年退出中国市场
长沙经销商称不会降价卖车，湖南欧宝车主可去别克4S店做维修保养

4月1日，湖南德宝4S店一切井然，似乎未受到“欧宝退出市场”的影响。 记者 刘宇慧 摄

3月28日，有着“闪电
侠” 之称的德国汽车品牌
欧宝宣布将于2015年1月
正式退出中国市场， 消息
一出，一石激起千层浪。对
于这个进入中国21年的欧
洲品牌， 业界颇感意外之
余更觉得遗憾， 而对于欧
宝车主来说， 更多的是担
忧爱车日后的保养事项。

4月1日12时许， 记者
赶到位于长沙市天心区雀
园路399号的欧宝汽车湖
南德宝4S店， 虽是休息时
间， 但店内依然有三五名
顾客在看车， 还有一名车
主正在办理上牌手续。店
内一切井然， 似乎并未受
到“欧宝汽车2015年退出
中国市场”的影响。

欧宝汽车德宝4S店市
场部经理杨春风告诉记
者，3月28日收到厂家的消
息时， 她也很吃惊， 很遗
憾。“之前并未收到任何消
息，我们也很被动。不过，
现在事情既然发生了，就
得面对。作为经销商，我们
左右不了厂家的决定，只
希望能最大限度妥善地解
决车主们的问题。”杨春风
说，消息出来后，店内召开
了一次紧急会议， 现在只
要有准车主来看车， 工作
人员就会第一时间告知厂
家退市的消息， 说明情况
后再留待准车主们做决
定。

据悉， 成立于2003年
的湖南德宝欧宝4S店是目
前欧宝在亚洲最大的一家
旗舰店。目前，德宝旗下的
保有量已经逾5000辆。

4月1日， 湖南德宝欧
宝向车主发出了一条“安
抚”微信，承诺“退市后，欧
宝车主仍然可以到现有的
授权特约服务中心获得三
包权益、 质量保修权益和
维修质量保证权益， 以及
享受维修保养和正品零部
件供应。”显然，这样一条
微信的承诺并没有成为欧
宝车主的定心丸。

买了欧宝安德拉的车
主梁先生向记者感叹：“从
这件事上来看， 在选择汽
车品牌时还真要多加考
虑，不能图一时喜欢，特别
是小众化品牌， 购买存在
一定风险。”

不过， 在全国乘联会
秘书长崔东树看来， 欧宝
品牌退出中国市场是正常
现象， 因为该品牌在中国
车市的发展一直不好。此
外， 这也是通用品牌规划
的一个重要决策， 这个决
策有利于通用旗下其他热
销品牌在中国市场的销
售。 欧宝退出中国市场对
于其他品牌也是个借鉴，
这样才有利于汽车企业整
体品牌规划的长远发展。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刘宇慧

问： 明年欧宝品牌退
出后，售后服务是否能够
有保证？现有的服务店是
否还被欧宝品牌认可？我
们享受的服务是否还是
正规服务？以后如果遇到
配件问题，该去哪里找正
品配件呢？

杨春风：2015年之前
及之后，车主都能到现在
的德宝店获得三包权益、
质量保修权益和维修质
量保证权益， 享受维修保
养和正品零部件供应。即
使以后这个店转做其他品
牌了， 欧宝车主仍然可以
享受同样的服务。此外，由
于通用旗下别克品牌与欧
宝的车型平台和零部件共
享， 车主未来还可以在别
克享受到完全相同的保养
维修服务。

问：在2015年退市前，
欧宝车会不会降价？

杨春风： 店内的库存
车不多，大概50来台，卖完
了不会再有， 所以也不会
降价。

本报讯 4月1日，开福国税
的流动服务工作站来到了开福
区花城社区，送政策、送服务上
门，以此启动全国第23个税收宣
传月主题活动。 在揭牌现场，该
局带去了最新的税收政策分发
给社区工作人员和百姓，并在现
场接受纳税咨询。

据悉，开福区国税局深入开
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在纳税服务手段和方式上想办
法、出实招，努力提升纳税服务
工作的便民、 便利和便捷性。在
开展“百日千人大走访”活动的
基础上，以税收服务流动工作站
为服务点，覆盖全区，送税收政
策、送纳税辅导到社区、到普通
百姓。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侯小娟

开福国税进社区送服务

关注

3月31日下午，“2014全球优
质原产地酒庄联盟巡展”在长沙
开展，共展出了来自法国、苏格
兰、西班牙、葡萄牙、智利、阿根
廷等国酒庄的三百余款精品佳
酿，该批名酒以保税方式原瓶原
装原价入长，现场还有20多家国
外酒商和顶级侍酒师答疑解惑。

近年，进口葡萄酒消费市场
持续升温和产品的价格虚高、真
假难辨形成强烈对比。2013年，
长沙金霞保税物流中心筹建“进
口葡萄酒专业交易平台”， 酒品

由世界优质酒庄“原瓶、原装、原
价直供”，通过一站式全球采购、
保税仓储、专业物流配送等供应
链服务，大大降低了物流、采购
和关税成本，而且所有酒品都必
须经过驻保税中心海关、国检部
门的层层把关和检验。

主办方透露，正是这种保税
运作模式和严格的监管，实现了
进口酒的保税、保质、保真，而且
同等级酒的价格将比市场价低
二至三成左右。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李庆钢

“2014全球优质原产地酒庄联盟巡展”
走进长沙 百款名酒现身

活动

记者从农行湖南省分行获
悉，4月1日起， 该行将重点在二
级分行、 一级支行领导班子、干
部和二级分行机关以及窗口单
位基层党组织开展第二批党的
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共涉及
到14个二级分行、148个一级支
行、876个网点，1.3万名党员。

据了解， 在第一阶段活动中，
该行共举行金融知识咨询活动80
多场， 接受群众咨询11万人次；累
计布放“金穗惠农通”等电子机具
4.8万台，设立服务点4.2万个，覆盖
全省100%的乡镇和93%的行政
村；积极服务小微企业，探索一站
式服务， 全行小微企业贷款余额
157亿元，综合评比在系统内名列
前茅。

第二阶段，该行将以提升服

务能力作为着力点，着力解决联
系、 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问
题。推动落实“平行作业”、“现场
办公”等制度，落实“机关为基层
服务、全行为客户服务”的服务
模式； 畅通信贷流程审批通道，
集中整治“门难进、脸难看、事难
办”的顽疾，严肃查处在贷款审
批、基建招标以及对外合作中滥
用职权、 吃拿卡要等不正之风，
让群众到农行办理业务更顺畅、
更便捷、更舒心；同时加大县域、
涉农贷款投入力度， 围绕农村、
农户、农民需求，切实破解取款、
转账、刷卡消费等基础金融普惠
难题，让金融普惠阳光照亮乡村
大地。
■通讯员 周斌 江洪渭 申喜志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蔡平

湖南农行做好服务群众“最后一公里”
金融

便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