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供求关系严重失衡
的当下，“捂盘惜售”成制造
“恐慌”的罪魁祸首。

“新房价格和二手房价
格出现倒挂， 差距比较明
显， 市场恐慌情绪暴增。有
些楼盘虽符合申请许可证
条件，但就是不申请。没有
许可证没法销售，公开钻空
子。” 合富辉煌首席分析师
周明认为，房价上涨带来了
巨大利润，限价之下利润空
间压缩，延缓推盘节奏反而
能赚得更高差价。

“捂盘惜售目的和‘囤
房捂盘’一样，都是为了哄
抬房产价格。” 一位不愿透
露姓名的房企负责人建议，
政府应加大对“捂盘惜售”
行为的惩处力度，可采取限
制网签销售等方式，增加其
违法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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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2点认筹，7点就过来排队
了，当时现场就有50余人！”5月2日
晚收到消息，3日早上5点刘先生便
从娄底驱车至长沙。“场面太壮观，
等了7个小时还没排到， 只要能中
签，面积、户型我都不在乎！”3日，长
沙北辰三角洲开启认筹。截至下午3
点，现场就排了500余人。以三天认
筹时间推算， 北辰三角洲此次推出
的633套住宅，几乎要面临7-8人抢
一套的局面。

【现场】 市民忙抢房，队伍长
度超200米

差别化购房， 让刚需购房者看
到了一丝曙光， 不过却并未迎来其
“美好时代”。疲于奔命的“上车”，成
为楼市火爆情况下衍生的怪象。

“带上身份证、户口本、结婚证，
下午2点正式认筹！”3日中午12点
14分， 长沙市民黄女士突然接到北
辰三角洲置业顾问曾女士的信息，
“之前看房时， 对方加了我信息，没
和我聊过一句，就被通知认筹。”

和黄女士一样， 有数千人被这
条“认筹信息”轰炸。3日下午3点，记
者在北辰三角洲营销中心发现，售
楼处门前豪车云集， 队伍从北辰营
销中心门前排到了旁边的凤凰汇营
销中心，排队长度超200米。

“我参与了3月20日北辰的摇
号，当时168套房源，认筹数达2700
余人。”和第一次抢房相比，李先生
坦言这次比较乐观，“我12点赶到，
当时有200多人排队。到3点，已有
500多人在烈日下排队。”

北辰三角洲置业顾问陈先生表
示，“此次认筹无需交认筹金， 登记人
数也增长了三成，凌晨就有人赶来，明
天、后天人会更多。所以早上5点到6点

左右开始排队，登记成功的几率更大。”

【惜售】 满足条件房源超两千
套，只放出六百多套

据悉， 北辰三角洲本次推出的房
源为C3区5栋、6栋，一共633套，均价
为1.1万-1.3万/㎡。3日下午2点开始
集中登记，只针对首套刚需客户。

早在今年4月长沙市住建委等7
部门专项整治行动中， 北辰三角洲项
目就因达到申请预售许可证条件的房
源有2199套，未一次性将尽可能多的
房源申请预售许可， 被认定为存在惜
售嫌疑。 符合条件的房源有2199套，
为何这次仅放出633套房源？三湘都市
报记者联系了北辰三角洲相关负责
人， 得到的回复是暂不接受任何媒体
采访， 连记者想进到营销中心一探究
竟，也被保安拦在门外。

资料显示， 北辰三角洲目前除达
到预售条件的2000多套房源，再加上
位于长雅中学旁的E7项目，可售房源
就达3000套以上。同时，该营销中心
地块还在开发中， 未来可售房源或可
相对缓解市场“饥渴”状态。其未来是
否仍会上演“捂盘把戏”？记者将持续
关注。 ■记者 卜岚 实习生 伍倩蓉

近年来，随着消费的
升级和雾霾、沙尘暴等生
态危机的加重 ， 绿色环
保、 健康意识的提升，人
们对好空调的需求从静
音、 节能、 控温转变为健
康、舒适和智慧。基于此，
作为物联网时代空调第
一品牌的海尔， 今年4月
份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
以“健康就买自清洁”为
主题的首届健康节活动。
活动期间，海尔不仅向全
国用户展示出“会洗澡”
的自清洁空调、能“吞光”
的净界空调等全系智能
空调在内的成套智慧空气
解决方案， 并在全国范围
内开展了免费清洗活动，
将健康带给更多用户。

直击空气污染
从“造空调”到“造空气”

此次健康节期间，海
尔联合瑞士日内瓦大学地
球与环境科学实验室，成
立首个海外健康空气研究
实验室， 更好地为用户带
去健康、 无污染的生活环
境。 而作为健康节期间的
超级明星———海尔净界自
清洁空调， 更是被带到实
验室。 被检测的海尔净界
自清洁空调， 从技术上真
正抛弃空调自我污染的生
活方式， 有效避免了因空
调内部污染而带来的空调
病， 其具有的室内净化功
能更是堪比专业级别，拥

有全屋净化只需一刻钟的超
高效率，真正做到了“洁净自
己，干净他人”，而海尔专利
自清洁技术也可谓是引领着
健康空气的新时代。对此，深
圳顺电总经理表示：“目前空
调行业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 消费者购买空调从
简单的制冷制热功能需求，
转变为对室内健康空气的追
求。 海尔推出的健康空调是
行业升级的新机会。”

深挖用户需求
提供智慧空气解决方案

在空调行业从传统时代
向物联网时代的变革中，海
尔能率先摆脱传统硬件创新
思维， 转而向“空气解决方
案”寻求突破路径，并且成为
物联网时代空调的第一品
牌， 正是海尔在洞悉消费需
求变化、 摸准行业变革脉搏
下， 以创新技术为支撑的战
略转型新思路。

在刚刚过去的品质节和
意大利米兰展上， 海尔展出
成套智慧家庭空气解决方
案， 实现了成套智慧网器联
动和主动为人服务的强大功
能。对此，沈阳海尔专卖店张
经理说：“以前卖家电就是卖
一台产品， 现在则是给消费
者提供一种美好生活解决方
案。 比如利用海尔智慧云店
的3D云设计， 可以直观地帮
助消费者实现一站式设计、
一站式销售、一站式服务。”

经济信息

遗失声明
湖南银谷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10
46985630319）遗失财务专用
章一枚，声明作废。

◆江华县妇幼保健院签发的名
为潘宇鑫（编号 L430725979）
的出生医学证明因提供信息虚
假，又无法追回，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茶陵县合富农业开发科技有限
公司遗失茶陵县市场和质量监
督管理局 2014 年 3 月 12 日核
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430224094463216N，
行政章 4302240400261，财务专用
章 4302240400263，合同章 43022
4040026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银谷物业服务有限公司澧
县分公司遗失澧县工商行政管
理局 2016 年 3 月 7 日核发的营
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
代 码 91430723557634000B； 遗
失公章、财务专用章各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岳阳凯运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不
慎遗失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
核发的机构信用代码证，代码
G10430602002718108，特此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郴州市爱心棋苗木果树种植专
业合作社经成员大会决议注销，
请各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
起 45 日内向本合作社清算组申
报债权。 联系人：高刚 15773510333

遗失声明
湖南超睿劳务有限公司不慎遗
失建筑业企业资质证书正、副
本，证书编号为 D343043192，
声明作废。

清算公告
湖南金穗粮油购销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决议解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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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鹏飞，电话：13607401906

遗失声明
平江县景隆种植农民专业合作
社遗失平江县工商局 2015 年 2
月 26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
本，注册号 430626NA000528X，
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慈利县明耀花卉苗木种植专业
合作社经全体成员决议注销，
请债权人自本公告登报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合作社清算组申报
债权。 联系人：卓新民 15174428288

遗失声明
安乡县下渔口机关工会委员会
遗失中国人民银行安乡县支行
核发的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
J558100007480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省华湘行投资咨询有限公
司遗失兴业银行长沙分行芙蓉
中路支行的开户许可证， 核准
号 J5510024923502，声明作废。

◆谌良军遗失湘 H6A569道路运输
证,证号 43092300969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彭延军遗失韶山市工商局 2017
年 5 月 24日核发代码 92430382
MA4LPCXU8H 营业执照正本,
现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湘潭市南岭花园养天和大药房
遗失湖南增值税普通发票(蓝
字发票)3 份,代码 4300163320，
号码 13781380,代码 4300172320，
号码 07731312、07731313,声明作废。遗失声明

长沙县高桥镇峥皓农资店遗失
长沙县工商行政管理局 2015 年
4 月 7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
注 册 号 430121600491722， 遗
失湖南省长沙县地方税务局核
发的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纳
税人识别号 430121197507214
4110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车纷期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车牌号:湘 A3C21A)因 2017 年
12 月 25 日汽车被盗，遗失华安
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机动车
综合商业保险保险单 1 份，保
单 号 :60303010302201700027
40，交强险 1 份，保单号 :6030
301030120170006085。 及汽车
保费发票，车辆行驶证，随车
一并被盗，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宁乡港湾丽景物业服务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1
0056591685XT)遗失行政公章
一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株洲市天元区丽岛商务宾馆遗
失湖南增值税普通发票二张发
票代码 4300163320，号码 0040
4891；代码 4300171320，号码
11884699，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美仁汇药房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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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上清，电话：13667333318。

注销公告
道县忠瑛车业有限公司经股东
决定拟注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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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忠瑛，电话 13874662269

注销公告
郴州田家湾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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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选勇，电话 13873502038

注销公告
郴州东夏电子商务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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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谭必红，电话 13397551111

清算公告
湘阴县丰业生态农业有限公司
经股东会决议解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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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利辉，电话：13789022828

注销公告
隆回县凯立佳塑业有限公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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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钱凯，电话 15118382198

注销公告
邵阳市华睿门窗有限公司经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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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小龙，电话 18163823456

微信办理

0731-84464801
13875895159经办

热线
资讯类 50元/行、公告类 60元/行 每行按 13个字计排 提示：请慎重使用资讯类信息

◆毛柯轩（父亲:毛海勇，母亲:黄
丽丽）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M430300059，声明作废。

根据国家相关法规，现将本项目
的相关信息公示如下：
一、项目概况
株洲-醴陵成品油管道建设项目
起于湖南省株洲节点站，终点为
湘赣省界，途经株洲、湘潭和长
沙市等地。 项目建设对环境的影
响主要表现在施工期对生态的
影响， 废水对周围水体的影响
等，以及营运期非正常工况状态
下的风险。 经采取措施后，对周
边环境的影响较小。
二、公示时间 本公告发布之日起
15个工作日内。
三、报告书查阅方式 可向建设单
位索取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
四、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及方式
项目建设期和营运期附近可能
受到影响的居民、相关单位等可
在公示期内通过电话和电子邮件
等方式，向建设单位提交意见。
五、联系方式
建设单位：中国石化销售有限公
司华中分公司 联系人：杨工
电话：13607267941
邮箱：2751819186@qq.com

2018 年 5月 4日

管道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
株洲 - 醴陵成品油 ◆李泽驹、李玉娴（父亲：李勇，

母亲：贺芬霞）遗失湖南省出生
医学证明，编号：M430334125、
O430102440，声明作废。

◆资少波遗失耒阳市国土局核发
的耒阳市房权证第 00048320 号房
屋所有权证，声明作废。

◆本人周阳（身份证号码：430121
198610018587）遗失恒基凯旋
门 13-1901 定金收据（编号：
6003299）一张，声明作废。

◆欧睿芯（父亲：欧志虎，母亲：
CHAIYAWONG WITANYA）
遗失医学出生证明，证件编号：
Q430586316，现声明作废。

◆唐宇凡（父亲：唐伟，母亲：张静）
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
M430842853，声明作废。

◆刘美文（身份证号：43042119
6606170014）不慎遗失抵押许
可证：许可证号：衡房（1996）
抵押许字 9006 号，声明作废。

◆石涵宇（父亲：石铁龙，母亲：郭
凤云）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D430127942，声明作废。

◆谭子蓉（父亲：谭岳林，母亲：胡
平）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J430530485，声明作废。

◆段红梅(父亲:段益中，母亲:张
丽群）遗失湖南省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Q430042370，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世优众品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经股东会决议注销，请各债
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
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尹钊 电话：18975889620

两千套房源仅推633套，北辰又捂盘？
现场：数百人烈日下排队火热认筹 声音：加大对“捂盘惜售”行为的惩处力度

5月3日下午，北辰三角洲开启认筹。队伍从北辰三角洲营销中心门前排
到了旁边的凤凰汇营销中心，长度超过200米。 记者 卜岚 摄

“会洗澡”自清洁
海尔定义新时代好空调

声音

加大对“捂盘”
惩处力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