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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长沙城南的市民在家
门口就可买到家居建材了，记
者了解到， 城南首家一站式室
内建材家居卖场，居美家建材家
居广场于近日试营业。

居美家建材家居广场位于
天心区暮云经济开发区内，总
投资超3亿元， 总建筑面积达
4.2万平方米， 拥有200多个国
内外著名建材品牌。“凭借独有
的‘移动卖场加工厂模式’和‘0
租金新商业模式’，居美家的到
来势必将为长沙家居市场注入

新鲜血液与活力。”居美家执行
董事叶长生表示， 卖场预计将
在10月中旬正式营业， 今后在
长沙各区域不定期举行品牌联
盟活动。

据悉，10月1日至3日，居美
家将拿出大手笔举行“国庆装
修大阅兵”厂价直销活动，除到
场有礼、厂价出售、高额返现外
更有家电抽取。

即日起，居美家“阅兵卡”
将面向全城免费发放。10月1
日，消费者持“阅兵卡”可至卖

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
活动期间， 凡在居美家购

买活动品牌均可享巅峰让利，
在出厂价的基础上再享市场价
5%的返现， 还有机会抽取冰
箱、 微波炉、 电风扇等名牌电
器，下单越多，几率越大。

不仅如此， 所有活动还建
立在全城最低价上， 消费者在
居美家购物后一旦发现买贵
了，将以差价三倍返还，同时奖
励5000元。

■见习记者 吴思宁

城南家居新贵居美家国庆全场放价
0租金、工厂直销、移动卖场，让利消费者

“多点开花” 一直是长沙的
城市发展战略，作为长沙发展的
重要支脉，长沙北城的发展同样
备受瞩目。9月19日，绿地海外滩
区域价值高峰论坛活动———“开
福创世纪，湘江新纪元”在绿地
海外滩营销中心举办。开福区区
域发展、产业结构、板块未来价
值等话题引发全场热议。

长沙金霞区经开区管理委员
会主任袁政国，在此次高峰论坛上
对区域发展现状及前景做了详细
解读。他表示，金霞经开区已完成
商贸3.0向4.0的转变，并且借助互联

网技术实现金霞经开区内信息化、
集群化、智能化。片区内960㎡的高
岭国际商贸城年底将计划开业。同
时，中部最大的保税店———金霞跨
境保税直购体验中心10月份开业，
金霞将与世界实现零距离，北城版
块持续蝶变升级。

而作为北城的重点项目，绿地
海外滩营销总监胡永银表示，作为
北城新中心，绿地海外滩无论是住
宅、商业规划，还是享有的城市资
源都比周边其他项目具有优势，这
也是绿地海外滩备受追捧的最大
原因。 ■见习记者 桂思雨

上周末8%高额返现的余韵
还未散去，居然之家国庆活动的
第二波福利又将到来。记者了解
到，10月1日、2日、6日、7日，消
费者在居然之家长沙两店购买
活动品牌， 交款每满5000元即
可抽取现金红包1个， 红包限量
4000个，金额最高可达4999元。

与此同时，居然之家其他国庆
活动也在继续进行，即日起至10月
7日， 消费者在居然之家长沙两店
购买活动品牌， 交款满相应金额，
可在10月1日-7日兑换全房家电、

运动装备等国庆节礼品，满10万最
高可兑换价值4999元礼品。居然之
家“促销礼包”也在活动期间面向全
城限量发行，预存20元抵200元，缴
款满2000元使用，每个品牌限用一
张，全场参加品牌可通用。

10月1日13：00顾客还可凭
居然之家“促销礼包”无购物抽
奖券，参与居然之家无购物抽奖
环节，有机会抽取iphone6等精
美礼品。抽奖结束后，消费者还
可参与名品家具建材1元秒杀拍
卖活动。 ■见习记者 吴思宁

迁坟公告
为了加快村域经济发展，经白
竹村汪家冲村民小组全体农户
主会议协商同意，报上级人民
政府备案批准，鸿锦建材用地
单位已与白竹村汪家冲村民小
组签定土地租用协议（具体地
址：雨花区跳马镇白竹村汪家
冲村民小组，即鸿锦建材红线
征收项目之内）。 现急需动工，
敬请该土地范围内的坟主，在
迁坟公告之日起 15 日内迁移
（具体迁坟标准依据市 103 号
令执行：麻石、砼坟 3000 元/
冢，三合土坟 2000 元/冢，土
坟 1200 元/冢，双冢加 50%）。
超过 15 日视同无主坟作深埋
处理，特此公告。
联系人：黄文斌 13875997383
彭树林 13308445660
李 笑 15874003258
雨花区跳马镇白竹村民委员会

2015年 9月 24日

注销公告
岳阳市中艺文化娱乐传播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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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甘钟新 电话 18973058777

◆龙斌遗失上河国际商业广场 C
3 栋 307 室湖南省物业专项维
修资金专用收据(第一联和第三
联),编号:0001702099,声明作废

◆徐湘辉遗失雨花区万家丽中路
一段 358号上河国际商业广场
C3栋 306室契税完税证第五联,
编号:000019069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威兰包装有限公司遗失长
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开福分局
2015年 5月 12日换发的 430105
000032142 号营业执照副本，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杰略广告设计有限公司遗
失湖南省长沙市质量技术监督
局 2014 年 3 月 27日核发的组织
机构代码证 IC卡，代码号:09
542667-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冷水江市物华锑矿不慎遗失冷
水江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1 年
7 月 1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本，
注册号:431381000009301，
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贺宏斌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
理局芙蓉分局 2013年 3 月 28 日
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
430102600407529 ，声明作废

更正声明
2015 年 9 月 18 日刊登在三湘都
市报 A13 版 :北京思泰工程造
价咨询有限公司湖南分公司遗
失国税机打发票，因登报失误，
原发票代码 4300094620更正为:
4300141620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长沙山源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遗
失国税税务登记证正本，税号：
430122325635848 声明作废

◆岳阳监狱黄志文遗失一级警司
警察证 430512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沧州盛美投资有限公司长沙分
公司遗失长沙市工商局开福分
局 2012年 3月 22日核发的营
业执照正本,注册号 430192000
047875,特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沧州盛美投资有限公司长沙分
公 司 ( 注 册 号 为 :4301920000
47875)经股东会决议决定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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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福安，联系电话：13647411076,
地址 :长沙市开福区芙蓉中路
一段 466号(松桂园)1414

遗失声明
湖南中犇新型城镇化投资建设
有限公司遗失组织机构代码 IC
卡，代码：08356582-3，
特此声明作废。

◆湖南商学院北津学院甘思遗失
报到证,证号 201512651200754，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岳阳楼区餐谋天下酒楼金鄂店
遗失地税税务登记证正本，税
号：43230219701117652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富湘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遗失市地税局预收款收据 1份，
发票号 60012181，金额 14539.8元，
声明作废。

◆龙志坚不慎遗失湖南乐游旅行
社有限公司的旅游合同（编号：
CJ0000492），声明作废。

公 告
湘 A5GL53的蹇凌云、湘 AF
X292 的吴国强、 湘 AUY491
的刘正茂、 湘 AG681C 的吴
波、 湘 AMR317 的吴兵、湘
A31L70的高自卫：
因你驾驶车辆从事非法运营，
被我局依法查扣，至今逾期未
来我单位接受处理，我局现己
作出解除行政强制措施决定，
请你于公告当日起六十日内
到我单位领取《解除行政强制
措施决定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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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31-
84694770 联系人：任志钢）

长沙市交通行政执法局
2015年 9月 24日

公 告
湘 A4JJ70曹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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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长扣押期限决定书》，请你
于公告当日起六十日内到我
单位领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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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31-84694770
联系人：任志钢）

长沙市交通行政执法局
2015年 9月 24日

遗失声明
湖南赞成电气有限公司遗失长
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开福分局
2013 年 3 月 11 日核发的注册
号 430105000089755营业执照
副本；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
本，代码 06223233-3；国税税
务登记证副本，税号 4301050
62232333 及地税税务登记证
正 、 副 本 ， 税 号 4301050622
32333 和银行开户许可证，核
准 号 ：J5510020364401 及 财
务专用章、法人张赞春私章
各一枚，特此声明作废。

下列证照声明作废 公告 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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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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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告洽谈 QQ：2953974391
50元/行起 每行按 13个 6号字计8446480113875895159广告洽谈热线：

◆苏可维遗失第二代身份证：
430121199808041816声明作废。

◆李红，身份证号 43102619930
7258221，考取的会计从业资
格证遗失作废。

◆张水春遗失助理工程师证，系
统编号：C080330200000000
90，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勤志清洁服务有限公司经
股东决定注销，请各债权人自
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日内向本
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地址：
长沙市芙蓉区文艺路街道韶山
北路 139 号文化大厦 1716 房。
联系人：李晓球,电话：13808459876

9月20日，德国百年家族企
业 J.W.O 集 团 旗 下 知 名 品
牌———诗珑漆（Signeo），在中
国的首家旗舰店盛大开业。

凭借身后研发及制造企业
的强大实力和健康理念， 诗珑
漆这次将食品级涂料产品带到
中国， 同步德国的健康生活品
质。 长沙旗舰店中陈列销售的

皇家系列， 充分考虑中国市场
的使用习惯， 抗污耐脏轻松擦
洗，覆盖细纹裂纹、防霉透气、
效果耐久、施工便利。

除了墙面效果系列， 旗舰
店更配套提供水性木器漆系
列，同样具有蓝天使、LGA卫生
认证和法国A+环保认证。杜绝
木器漆涂装污染， 让中国消费

者拥有整体高品质环保的生
活。

据悉， 诗珑漆未来将相继
在中国一二线城市铺展网络，
通过由实体店构成的体验与服
务中心， 与线上及移动终端的
展示应用中心联动， 为消费者
提供便利舒适的一站式消费平
台。 ■见习记者 吴思宁

诗珑漆首家旗舰店落户长沙

国庆到居然之家抢红包去

长沙北城蝶变升级

居美家试营业当天，火热的现场足以证明城南家居市场需求的旺盛。

居然之家上周末的返现活动吸引了不少市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