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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门诊部
决定取消下列科目， 传染科、眼
科、口腔科、皮肤科，特此声明。

声 明

湖南常德欣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遗失常德至江门的班线牌，牌证号
码：4408506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女 37经商数载靓车独住征 55下
有责任心男 15574846589

原长沙市芝草大药房有限公司瑞
详分店遗失中国人民银行长沙中
心支行核发的开户许可证， 核准
号：J551000713200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合并公告
������根据冷水江市都得利超市
有限公司与冷水江市旺家福超
市有限公司的合并协议， 冷水
江市都得利超市有限公司吸收
冷水江市旺家福超市有限公
司； 冷水江市旺家福超市有限
公司解散注销， 冷水江市都得
利超市有限公司存续， 冷水江
市旺家福超市有限公司的债权
债务由冷水江市都得利超市有
限公司承继。 为保护合并各方
公司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自本
公告见报 45 日内，合并各方公
司的债权人可以要求原公司清
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冷水江市都得利超市有限公司
联系人： 谭丁期 0738-5651222
冷水江市旺家福超市有限公司
联系人：潘志雄 0738-5215538
冷水江市都得利超市有限公司
冷水江市旺家福超市有限公司

2011年 10月 8日

华声在线同步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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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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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友 声讯

大学生，白领，模特湘女相伴 18684822018

郑重提示：本栏信息不作法律依据，征婚请慎重核对
对方身份，警惕婚姻骗子行骗，切勿盲目经济往来

13974975034
大学生模特白领佳丽之约

本人征婚
男 49 岁丧偶， 成熟稳重有涵养
退伍军人现经商，希望在这里找
个能一起过日子的女人她不需
要貌美只要心好 13425117576

无名氏， 女，40
岁，姓名地址不
详 ， 身 高 1.55
米，智力障碍，无
明显面部特征，

于 2011 年 10 月 10 日因病在医
院抢救无效死亡，现发布认尸启
事，望其家属和知情人在登报之
日起 7日内速与我站联系。 逾期
我们将按有关规定处理。
电话：0731-84155110

长沙市救助管理站
2011年 10月 12日

认尸启事

2011 年 9 月 25 日， 我局专
卖稽查人员会同有关职能部门
在湖南省耒阳市灶市汽车站查
获车牌为湘 D85591 号客车运输
卷烟 600 条，请当事人于公告之
日起 30 日内到我局接受处理，
逾期我局将依照《烟草专卖行政
处罚程序规定》的规定，作出处
理。 特此公告。

湖南省衡阳市烟草专卖局

公 告

中英人寿保险有限公司湖南分公
司作废保险费发票，发票序号为：
30216128、30208126、30061414、
30101604、30158317、30216031、
30210684、30205349、30201074、
3021276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张爱清遗失宁乡县国有土地
使用权出让合同一份：合同号
为宁土合（2007）0283 号，声
明作废。

遗失声明

真心等你：罗艳 26岁贪富贵嫁豪门夫
身体原因我身心寂寞离寻健康诚实男
交往见面助你 15059437697本人
特别推荐：于梦雪 30岁漂亮人缘好夫
老总离寻踏实可靠男给我有孩家你如
真诚我愿意付出所有 18258223759

男 48岁丧踏实稳重性格好有家庭责任
心诚觅体贴顾家有责任心的女士！ 可
带老人和小孩 13632575565本人

真心成家男 47岁丧偶独居稳健重
感情，自营生意多年，诚寻善良体
贴女为妻，其它不限，只求真心，有
孩视亲生 13425112902本人

本人女 33 岁丧偶经商经济优诚寻
体健重情男为夫 13480956028亲谈

真心成家男 53岁丧偶重情经商经
济优寻善良体贴真心成家女士相
伴有孩视亲生 15013570555亲谈
女 29岁夫香港富商， 因夫不育分
离，寻异地健康男圆我梦，有缘助
发展，免中介 13699560607亲谈

温柔女丽丽 30 岁楚楚动人寻重
情男为伴 15270302605本人亲谈

萍萍 28岁丰满迷人，觅健康男圆
我美好心愿 15170354799拒游戏

殷菊辉遗失户口簿，身份证号码
430103193112211522，声明作废。

蒋坤霞遗失户口本，身份证号：
430123196411200320，声明作废。

湖南中博物质有限公司遗失由长
沙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2010 年 12
月 7 日颁发的组织机构代码证 IC
卡，代码：56592155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温柔女王梦 29 岁高雅大方性感特
寻健康男圆我美好心愿通话满意有
缘助发展 15216075570本人亲谈

南立朝遗失报到证，证号：
1111205500197，声明作废。

孟彩霞遗失阳光财产保险股份有
限公司宁乡县支公司空白保险业
务专用发票 （湖南）（流水号
000006975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柯志龙遗失台湾护照、 台胞证
（编号）07558685、台湾身份证，
证号：S122279970， 私人印鉴 1
枚，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平安财险股份有限公司衡阳中
支遗失以下单证，声明作废。交
强险标志：50份，OC51000111
2000289541-289590。

遗失声明

二、竞买报名条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自

然人或法人均可独立或联合报名
参加竞买（法律、法规和文件有限
制的除外）；

2、河道整治停采期间，仍在
河道违法违规作业的取消报名资
格；

3、有银行资信证明（有标的
物补偿款的可列抵）；

4、按规定交纳竞买保证金。
三、竞买申请与受理

有意竞买者可于报名截止时
间前持合法有效证件向湖南金烨

拍卖有限公司提出竞买申请，购
买拍卖文件及资料 （500 元 /
套），按拍卖文件要求办理竞买登
记手续，缴纳竞买保证金，取得竞
买资格。
四、报名时间地点

报名时间：2011 年 10 月 12
日至 11月 2日 17时；

桃源县报名点： 桃源县浔阳
路桃源县漳江垸水利管理委员会
一 楼 （电 话 ：0736-2572291�
13723890378）

长沙市报名点： 长沙市韶山
北路 1号省委机关服务中心三楼

湖南金烨拍卖有限公司（电话：
0731-82689109��82215893）
五、竞买保证金

竞买保证金：10、11 号采区
人民币 150万元， 其余采区人民
币 300万元

开户单位：桃源县财政局
开户银行：工商银行桃源县支行
保证金账号：
1908072529219570189�

�������保证金到账截止时间为:2011
年 11月 2日 17时
六、标的的踏勘

自公告之日起， 可安排现场

踏勘，竞买人也可自行前往考察。
七、拍卖时间、地点

时间：2011年11月3日上午10时
地点： 桃源县花源大酒店大

会议室
八、未尽事宜

拍卖有关事项及未尽事宜详见报
名时索取的有关资料或登陆www.
hnpmw.com（湖南拍卖网）查询。

桃源县国土资源局
湖南金烨拍卖有限公司

湖南新资源拍卖有限公司
二 0一一年十月十日

沅水桃源段砂石准采区采矿权与配置砂石码头经营权拍卖公告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探矿权采矿权招标拍卖挂牌管理办法（试行）》等法律法规及相关政策的规定，经桃

源县人民政府批准，对沅水桃源段砂石准采区采矿权与配置码头经营权进行公开拍卖，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简介

说明：采矿权拐点坐标、采挖范围及配置码头位置、面积等详见拍卖文件资料；起拍参考价不等于拍卖底价。

凌津滩镇

兴隆街乡

凌津滩镇境内，西厢溪，全长 6905米，面积 1010843m2。

黄沙滩、高都驿，全长 5850米，面积 1074946m2。

采区
编号
6

7
8
9

所在乡镇

剪市镇

寺坪乡
凌津滩镇
凌津滩镇

准采区具体位置

剪市镇境内，石灰洲的右边，南洋洲洲左边，南洋洲洲尾，
全长 5518米，面积 891565m2。
寺坪乡境内，伍家洲洲左边，全长 1873米，面积 505271m2。
凌津滩镇境内，马石，全长 1238米，面积 224086m2。
凌津滩镇境内，穿石，全长 2140米，面积 228829m2。

储量
（万方）

502

330
162
171

拍卖总量
（万方）

375

225
150
150

年计划采量
（万方）

75

45
30
30

拍卖年限
（年）

5

5
5
5

配置码头

剪市镇（喜雨码头）
桃花源镇（张公溪码头）
郑家驿乡（唐河码头）
寺坪乡（白石铺码头）
凌津滩镇（马石码头）

起拍参考价
（万元）

960

400
380
280

10

11

566

565

150

150

30

30

5

5

凌津滩镇（仙人溪码头）
兴隆街乡（沙湾码头）
龙潭镇（小洑溪码头）
观音寺乡（六渔洞码头）

150

150

9月百城房价出炉 长沙、湘潭房价趋稳 ，株洲降11元/平方米， 房价扛不住了？

长沙买房，下半年或是黄金期

本报10月11日讯 记者今天从南航
湖南分公司了解到，南航秋季招聘乘务员
工作12日开始， 此次招聘将在三所大学
进行，分别是：12日湖南外国语职业技术
学院，13日湖南涉外经济学院，14日湖南
师范大学工学院。预计在湘招收男女乘务

员100名左右。
女生要求身高163—175厘米； 无久

治不愈的皮肤病， 无骨与关节疾病或畸
形，无肾炎、血尿、蛋白尿。男生要求身高
175-185厘米，还需在跑步、立定跳远等
项目上达到体能测试基本要求。

同时要求应聘者大专学历年龄在
18-24周岁；本科及以上要求年龄18-25周
岁。面试时，应聘者需带好1寸彩色照片2张、
身份证、 学生证或学校开具的在校证明、毕
业证、学位证、外语等级证书原件及复印件
等资料。 ■记者朱玉文 通讯员蒋立琴

南航今起在湘招百名乘务员

中国元素在西方受到了越来越
多的关注，电影《功夫熊猫》掀起了
一股熊猫热潮。这不，大熊猫也跑到
了彩票上。即将在我省上市的“动物
总动员” 就有包含熊猫在内的20种
“动物资源”， 与您共同感受高返奖
快速开奖游戏带来的快乐和幸运。

“动物总动员”打破了电脑型彩

票选数字的贯有模式， 它是从二十种
动物中任意选择一至五种动物进行投
注， 一组一至五种动物的组合称为一
注。每注金额人民币2元，彩民可对其
选定的投注动物进行多倍投注。“动物
总动员”有选一数投、选一红投、选二
任选、选二连组、选二连直、选三任选、
选三前组、选三前直、选四任选、选五
任选共10种玩
法，最高单注奖
金 8000元，返
奖率高达59%！

■林柯

福彩快速开奖游戏“动物总动员”即将上市

周二国内金属期价小幅高开， 欧美
股市的走强并没有支撑国内做多的信
心，金属冲高回落。以欧元为首的风险货
币兑美元大涨，金属价格随之变化。操作
建议：短线进出为主，设好止损。

周二郑棉走势与周一相似， 期价高
开后震荡走弱。 棉花供需方面依旧不见
好转，但欧债方面出现短期利好，市场暂
时企稳。 郑棉1205合约从K线图上来看，
期价重心略有提高， 而另一方面期价在
上方存在阻力，还将延续震荡整理走势，
操作上，以观望为主。IF1110合约周二大
幅高开，报收高开中阴线，成交和持仓环
比大幅增加， 多空分歧加大。 现货沪深
300指数报收高开中阴线，成交量环比放
大。 沪深300指数技术上看， 从日K线形
态上来看，日线、周线、月线继续空头排
列。周二大盘继续选择探底的走势。周三
操作上建议投资者逢低少量布局多单，
止损位为2500点。

德盛期货研究中心
开户热线:��0731-82893316
咨询热线:��0731-82893222
公司网址:��www.dsf.cn

金属期价小幅高开

期货经纪机构的作用主要有： 扩大
市场规模， 拓展市场范围， 节约交易成
本，提高交易效率，增强市场竞争的充分
性，控制交易风险等。

期货经纪机构的作用有哪些？

期货知识

■记者 刘玲玲

日前，9月百城房价价格指数出炉。
在湖南受监测的三个城市中，株洲房价
今年首次出现下降，环比下降0.31%。同
样，长沙、湘潭房价也逐渐趋稳。湘潭虽
然仍位居“第一军团”，但1.17%的涨幅
并不大， 长沙由8月份的23位下降至27
位，变化幅度也不大。

【全国】 百城房价今年首降
事实上，目前整个房地产市场都比

较暗淡。
9月份百城房价价格指数显示，全

国100个城市住宅平均价格为8877元/
平方米，与8月相比下降0.03%，为去年9
月份以来的首次下降，其中54个城市价
格环比上涨，2个城市价格与8月持平，
44个城市环比下跌。

值得关注的是，据中国指数研究院
数据，自今年3月份后，房价环比上涨城
市数量连续6个月下降，3月份82个，5月
份76个，8月份56个，9月仅54个上涨，而
且近六成城市同比涨幅在缩小，环比涨
跌幅在1%以内的城市数量共有81个。

按100个城市住宅价格的中位数计
算， 全国住宅价格中位数为5950元/平
方米，与8月相比有所下降。

【湖南】 株洲加入降价大军

数据显示，8月， 株洲还凭借0.68%的
环比涨幅位居全国26位，9月却以0.31%的
跌幅排名全国倒数30名，房屋样本均价下
降11元。 湘潭虽然是9月住宅价格涨幅居
前的城市， 但对比8月1.9%的环比涨幅，9
月涨幅跌至1.17%。“低调” 的还有长沙，8
月房价涨幅为0.76%，9月也降至0.53%。

【分析】 下半年是购房黄金时期
楼市进入“寒冷期”，那长沙房价会出

现拐点吗？
“不会，依然是稳中趋升。”湖南不动产

商会秘书长李咏表示，长沙房价不会过猛
上涨，但也不会下跌，应该说，下半年是购
房的黄金时期。

李咏认为，不能简单地根据单个数据
来进行判断。在他看来，目前长沙正处于
城市化迅猛扩张之际，泡沫并不多，再加
上不断有一线城市购房者的资金回流，因
此，下跌的可能性不大。

不过，李咏表示，对于长沙房价来说，
下半年还是有两个“节点”，元旦和年前，这
两个时间不排除极个别小开发商出现“跳
水”的情况，但这不会成为房地产主流，“只
要扛过这两个节点，明年上半年房价极有
可能出现反弹”。

业内人士认为，长沙处于城市化迅猛扩张
之际，房价下跌的可能性不大。 记者 童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