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没想到当初一个鲁莽的决

定，弄得自己现在还头大。”谈起

2009年初购买办公楼的经历，孙

先生就感叹不已。

孙先生是长沙某建材公司的

董事长，公司业务急剧膨胀，孙先

生于是想购买房产作办公楼，“主

要是基于两点考虑： 公司业务扩

大， 急需办公场地； 适逢金融危

机，房价优惠较多，买进后我还可

以作为去银行申请贷款的抵押

物， 当然在生意谈判时底气也更

足些。”

经过一阵摸底打探， 孙先生

对长沙市芙蓉北路某楼盘非常中

意。

“我当时打算将那个楼盘的

一整层买下来， 大约1000平方

米。”孙先生向记者透露，当时他

的年盈利约为300万元，预留200

万作为扩大再生产的资金， 剩下

100万作为公司周转资金。“如果

我购买1000平方米办公楼，按标

价5000元/平方米计算，大约需要

500万，当时可以申请到250万元

左右的银行信贷，还剩下150万元

左右的缺口。”

因为资金链吃紧，他四处借

钱，却屡屡碰壁。当时有理财师

劝他，既然借钱有困难，那就赶

快先买个小点的。理财师的看法

是：孙先生买楼是为了扩大经营

规模，房产增值只是一个长远的

考虑。

但孙先生决定等一等。没想

到这一等， 等来的却是房地产

价格的全面狂飙， 中意的楼盘

价格也从4500元 /平方米猛涨

到6800元/平方米，孙先生叹息

不已，“如果我听朋友劝告，当

时就买下500平方米的办公楼，

现在至少可增值100多万。”

随着孙先生公司的快速发

展，对办公楼的需求更加迫切，在

一些债券界朋友的建议下， 孙先

生 盘 算 着 今 年 发 行 总 额

800-1000万元的一年期公司债

券。

消息一出， 孙先生的合作伙

伴提出了强烈的质疑： 公司的主

营业务是建材， 属于资金周转量

比较大的行业，一旦发行债券，将

背负高额的利息。 而且照现有的

盈利水平， 也很难满足一年后还

款的需要。

如此种种， 使得孙先生备感

为难，迟迟做不了决定。

■记者 戴和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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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由通程电器举办的“寒潮魔

力3C超省盛会”， 掀起了通讯数码产

品在星城的第一波让利高潮。 在当前

各大高校相继放假，也在8周年感恩庆

典即将到来之际， 通程电器现追加千

万资源， 全线整合厂家新品、 促销资

源，欲在星城再造一场3C超省盛会。

超省3C魔力券 电影新品免费看

通程电器充分考虑到“学生

族”消费特点，现在特全城免费派

发“3C寒潮魔力券”。凭该券购手机

数码产品， 单件满1000元、2000

元、4000元，即可分别抵现100元、

200元、400元！寒假贺岁精彩大片

不断，一票难求。周末只要至通程

电器购手机数码产品满800元，即

可加送王府井观影券2张， 轻松就

能抢鲜观赏到最新影片。

OPPO唯美新机A520亮相通程电器

OPPO手机2010年新品Ulike

系列， 目前正以唯美形象全线亮相

于通程电器各大门店。据悉，该款翻

盖手机三围为102×50×16.4mm

重约103.2g， 拥有一块2.4英寸和

240×320像素的显示屏， 搭载200

万像素的摄像头， 支持无线蓝牙技

术。目前A520在通程电器共有水云

白以及糖果粉两种颜色任人选购，

凭3C魔力券购买更优惠！

通程电器8载感恩在即 追加千万资源再造3C超省盛会

经济信息

当前出台的一系列宏观

调控组合拳， 可以看出中央

调控房价的决心， 如果房地

产市场继续高烧不退， 房价

继续飙升， 不排除新的调控

政策出台。

作为普通长沙市民， 当前

是否是购房的好时机？

对于投资客， 在当前政策

的打压下，房产变现相对不易，

建议利用长沙近期房价还处在

相对高位的小幅空间里， 暂时

退出房地产市场， 改投资其它

回报高的项目，等待2-3年后地

产价格相对稳定再入市。

而对于自住型购房市民，

从房价整体走势来看， 将很难

买在个体楼盘的最低点； 从中

长期来看， 几乎所有的基于总

量控制的紧缩性金融政策和货

币政策， 最后都导致了中长期

的房价上涨，因此，就自住购房

而言，可考虑在3-6个月房价调

整后买入。

■戴和清 万勇

购房不果断，百万财富成镜花水月

长沙人现在可以出手买房吗？理财师建议等等看

一位注册理财规划师认为，对于孙先生来讲，做好主营业务才是

最重要的， 买房要根据公司现金流状况来定夺， 孙先生现在有余钱

100万，当前最好选择租借办公室，等主营业务实现更多利润后再考

虑买办公楼，1至2年后或许是较好的买房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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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买房

合不合适？

建议

1至2年后再买

独特促长法 18673185035

一疗程增高 2－10 公分，698 元包干，长

沙南门口黄兴路 65号，湘潭琴岛 431号

招租

株洲市长江宾馆即将改造为四

星级的前卫时尚酒店，现有二楼

1350 平方米对外招租， 诚邀品

牌 KTV 项目加盟，欢迎有意者

前来洽谈，联系人：候胜良

电话：13873365989

湖南金锦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侯家塘旺铺

租 售

侯家塘黄金段近千平方整体

门面租售，出租 90 元/m

2

/月，

出售 1.9 万/m

2

，13874820740

蒋。 中介勿扰

转让 出租

急转

本田、丰田、面包车等

验车后付款 13511821013

付律师

13975826245 免费咨询

合同债务婚姻劳资法律顾问

印刷 家政

杨女士家政 13142076622

印画册·做包装

唯我厂价·鸿丰

13017380110

男 60 离 173 电力干部独住责任感

强觅重情温柔娴淑妻 82546398

本人征婚

男 50 岁丧偶，健康沉稳，经商，

孤独，诚觅一位朴实善良重感情

女士重建幸福生活，有孩可！ 拒

游戏 13751044458本人亲谈

本人女 38 岁丧优雅大方经济稳定

人生孤独渴望真情诚觅成熟稳重男

为伴有孩可 13265470388亲谈

激情交友真诚择偶找琴姐 82235172

交友 礼仪 声讯

郑重提示：本栏信息不作法律依据，征婚请慎

重，警惕婚姻骗子行骗，切勿盲目经济往来

湘女相伴

13055182288

大学生、白领、模特

代办 理财

速办特惠工商 82147786

工商税务

85143088

13908456386

低贷咨询

无抵押当天放款

15608487787

工商代办 82284857

娱乐设备

无敌字牌

开门

授徒

跑胡子、 碰胡子祖传独创秘笈、

洗牌、认牌、算牌稳赢不输。 扑克

三公金花九点斗牛徒手变牌无

需科技设备。 长沙 13808484200

澳门牌具

牌技 牌具 第一店

讯

特

13973130676

全国首家上门安装四口机万变包自

摸程序。最新单人操作，斗牛、牌九、

金花分析仪。 批高清晰不限光透视

眼镜。高清免光扑克、麻将、牌九，一

公里超远距离看边、 看背监控高科

技隐型变牌桌、包、衣。 来店即赠送

《千术大揭秘》一套，免费名师表演

最新牌技。长沙银河大酒店 1468厅

千王牌技

最新扑克分析，单人操作，桌上

不要放东西，庄闲通杀。 麻将变

牌膜， 任何麻将拿在手上一摸

就变。 遥控麻将机，白光扑克，

麻将，字牌，等上千种娱乐设备

www.dudu518.com 13973808182 聂

特价安装四口麻将机程序，2010 年最

新单人操作斗牛分析仪批最新高清

晰不限光眼镜免光扑克、麻将牌九字牌、隐

形变牌器各种色子高科产品应有尽有，教

牌技。 长沙火车站橙果酒店 (原新兴大酒

店)9楼 901房 T：

15675833332

绝胜牌具

魔

术

牌

扑克感应器：

不用

电脑， 不用他人配合，场

内独立使用， 适合斗牛、

三公、金花、9点。

鬼手变牌术：

普通

扑克不用加工，拿到手上

一看就可以将小牌变大。

神奇打色术：

扑克

牌无任何痕迹，可控制他

人打色。

13469428989

（长沙区厂家直销电话）

我们的宗旨：

实用的，才是最好的

新兴千叶牌具

厂家直销完美版

单人扑克分析王

六

折

优

惠

适合斗牛金花等各种玩法，百战百胜！

批语音感应筒子牌九， 不限光透视扑

克麻将字牌，隐形变牌器，四口麻将机

程序上门安装麻将变点， 各种监控扫

描等千余种牌具展示， 新奇牌技名师

演示。 老店新张，电话：13657405050

长沙橙果酒店606 房（原新兴酒店）

招生 招聘

郑重提示：国家有规定，招生、培训、求职均不需要缴纳报名

费、押金等，请仔细核对资质和场所，切勿盲目经济往来

长沙广播电视大学是国家公办成

人高等学校，采用免试入学、业余

面授、网络学习等形式圆您大学梦

想。 会计、工商、行政、建筑、计算

机、市场营销、护理学、药学等 40

个本、专科热门专业任您选择。 是

广大市民在职提升学历的最佳平

台。 详情请点击 www.hncsdd.com

长沙电大

火爆招生

中山路校区：

浏正街校区：

侯家塘报名：

今朝宾馆报名：

QQ 招生群：

82684098

84443536

85554445

82995602

32672134

政府办学 收费最低

国家承认 学历学位

聘

售后服务专员、人事专员 25－

50 岁 13787119505 徐主任

明照日语学院热招

www.csmingzhao.com 85476228、85137602（培）

就业、留学直通、学历、短培相辅

急聘

13808489611范

男女公关收入丰厚

聘

主管、理赔专员、医保卡审

核员、文员 15874854791

中南远程春季热招中

www.hncxedu.com 0731－82842088/2099

挖机转让

我单位现有进口大小挖机对外

转让，上海路桥 13801845518喻

麦凯林干洗机水洗机

远大路马王堆汽配城 0731－82288111

免烧砖机

0746－8215699

15116636849

500m

2

干洗机水洗机联展，300m

2

免费干洗培训中心， 洗衣专家指

导开店。 上海星航设备厂家直销。

干洗要发财就开英格莱

www.hngxw.com 长沙市九尾冲 0731-84492109

天吉彩板

专业生产彩钢板、岩棉板、单瓦、

净化配件 82897808、13787310518

长沙火车站绝佳地段，130 间客

房营业中， 证照设备人员齐全，

只需 200余万保证金，接手即赢

利。 非诚勿扰。 0731-87318801

全新三星酒店承包

另诚聘：营销精英及健康咨询讲座专家

地址：株洲市天元区长江中央商务大厦 A座 616室

电话：0731－28188887 手机：13272107977（尹）

康乐营销机构

诚招

各市县， 一王纳豆，一王系列保健产品

代理商，经销商，加盟店，合作团队。

★成功盈利模式 ★全程指导 ★迅速赚钱

有资金寻好项目投资

028-86517595、86513565

矿山、水电站、地产、制造等项目投资

“腾冠”枣湖南总代理

免费诚招市县代 理 、 加 盟 、 经 销 商

加盟 0731-84261666 芙蓉中路二段 31 号

团购 85553366 高桥市场新一区 23 栋 6 号

欢迎入住养老院

84133267 www.hnysxx.com

蓝带冰迪啤酒

诚招各县市经销商

电话:0731-85533348王生

全省招商

郑重提示：本栏目信息不作法律依据，请慎重核对

对方资质、场所和产品，切勿盲目经济往来

郑重提示：本栏目信息不作法律依据，请慎重核对对方资质、场所和产品，切勿盲目经济往来

刊登热线：0731-84190101 13875895159

鼎极分类信息

最新三公斗牛单人分析仪厂销 6800/

套。 8 代麻将四口程序机想胡就胡。

高清隐形眼镜透视普通牌。最低价批

各种药水加工牌，神奇变牌不要道具

不学手法想变就变，各尖端制胜产品

应有尽有。 T：13786140772长沙

火车站正对面橙果酒店 8楼 801房

魔幻牌具

合肥进出口招商

1、单人床 3万床 150元。2、花罩

材料 （松木、 杉木）30 万只 18

元。 3、 玻璃门拉手 10 万双 21

元。 4、自来水阀门（材质：铜）

20 万只 32 元。 5、女式吊带衫、

女式松紧裤 5万打。 6、无纺布医

院用品 30 万套 18.6 元。以上业务生

产时，预付定金 30%，结算方式：批

交批结。 厂地交货，望来人，来电咨

询。 联系人：何经理、范经理 电话：

0551-2916623 手机：14755128236

007调查

15526452777

手机定位、婚姻、商务、打假、取证寻人

刘江国律师（父）15974243618

刘小明律师（子）15874214168

刘晓娟律师（女）15574969697

通

程

律

师

父

子

兵

联邦调查

婚姻、商业行踪调查、收账、定位、找人

15874282188

福尔调查

13807498007

www.fe007.com

婚姻、寻人查址、债务清收、取证查询

私人调查

13548583100

全国范围专业婚姻

调查取证等解决一切疑难价格合理

律师调查

激情交密友真诚择偶找杨姐 82526566

买房不能急于求成。（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