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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底“抢收”，长沙50楼盘扎堆入市
庭等项目都将推出商铺或者公寓产品。

扎堆推盘为完成“全年销售任务”

系列报道之⑥
■记者 肖祖华 通讯员 王淼
年关将至， 原本属于传统销售淡季期，长
沙楼市却迎来了一个推盘爆发期。据0731房产
网不完全统计，赶在年终开盘推新的项目接近
50个，为回笼资金，开发商抢在年底前开盘。

年末近50个项目推盘
不久前， 新城控股集团在长沙首个项
—新城·国际花都在11月份以开盘当日
目——
3600元/㎡的价格引爆长沙楼市热度；中海国
际社区首期单位内部认购， 便销出400套房
产， 实现销售金额3亿元， 在楼市冷淡的行情
下，这无疑狠狠地让急于年底回笼资金的开发
商们刺激了一把。
据0731房产网不完全统计， 赶在年终开
盘推新的项目接近50个。 在市场状况远不如
去年的情况下，年底纯新盘的上市项目在数量
上却高于去年。据了解，中海、华远、德思勤、新
城等品牌开发商均选择在今年年底推新入市。
从目前掌握的数据来看，新推项目并非是
推出少量房源来试探市场，而是把年底作为开
盘的重要节点。
从推盘数量来看，新推房的房源量都比较
大，以新城·国际花都为例，开发商首批推出的
住宅就达1300多套， 中海国际社区除首期单
位内部认购售出的400套房产以外，近期还将
推出大批量房源。
除住宅房以外，年底前还将有大批商业房
源推出，如泊富国际广场、德思勤城市广场、豪

市场的冷清不言而喻，长沙楼市为何会出
现年底大放量的局面？
有业内人士分析，一方面，缘于项目原有
的推盘计划，部分项目在年底已到了不得不推
盘的时期；另一方面，不论是大小开发商都必
须面对“全年销售任务”。
“销售任务不能完成就一票否决了。”一位
不愿具名的开发商坦言，“只要是在年初推盘
计划里的，工程上也达到销售条件，我们尽量
全部在今年年底推出来。”
“
推了新房源就有可能有新的销售， 不推就
肯定没有。对于新房源上市所带来的竞争压力加
大的可能性，开发商们不是没有预计到，而是没
有办法，
‘
硬着头皮也要上’。”该开发商表示。

想回笼资金只得“降价走量”
除了年底考虑加推新房源外，开发商们另
一个重点就是价格上营销策略的制定。
以万科为例， 本报在11月23日就报道了
“万科率先在长沙降价”这一事件，近日在长沙
掀起最高降价幅度达14%的团购活动，业内人
士分析，这是一线房企在提前降价抢客，以储
备粮食过冬。
记者了解到，目前业界普遍对明年的楼市报
以悲观态度。开发商在完成全年任务和长沙淡市
下成交情况不佳的双重压力下，
“
降价快跑”似乎
成为了必然选择。
“
要想回款， 走量是唯一的选
择。”湖南中原地产资源中心总监陈世霞坦言。
“目前楼市下行趋势明显， 对于自主购房
客户来说，是个好时机。”陈世霞表示，年底开
发商为了走货，促销力度大，一旦年底完成了
业绩，年后的促销力度不一定比现在大，所以
年前是出手的好机会。

各楼盘打出价格策略，只为年底资金快速回笼。

富图中国

我省六千万元扶持“菜篮子”
本报11月23日讯 近日，省政府下
拨价格调节基金6071万元， 用于扶持
我省蔬菜、 生猪等副食品生产养殖基
地。 其中投入近4000万元在全省重点
扶持了34个大型蔬菜、生猪生产养殖基
地， 并对长沙红星农副产品大市场、马
王堆农产品股份有限公司、斌辉农业科
技有限公司、 湖南宇田股份有限公司、
郴州宜新鸡业有限公司等14个农贸市
场和蔬菜生猪生产基地给予一次性安

排20万元以上的扶持补贴。
据悉，省物价、财政部门将对重点
扶持对象建立专门档案， 并予以授牌。
并希望，通过扶持，在我省建设一批有
一定规模，生产技术基础好，在提高产
品质量方面有示范带动作用的生产基
地，以推增强“菜篮子”产品抗御自然灾
害、 应对价格波动的应急供应保障能
力。
■记者 刘玲玲 通讯员 黄歆

经济信息

金牌有机 天然天成——
—特仑苏全解360
第一篇 三大环境要素承载有机
特仑苏对有机的定义，早就超越了牧场
与工厂，它试图从生命的源头，奉献最完美
的有机品质。
人类对外星球的探索总是乐此不疲，焦
点往往集中于是否存在水和空气。作为构成
生命的三大要素，水、空气、土壤不仅影响着
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甚至决定着每一种生
物的生存状态。正是为了给牧草和奶牛提供

近年来，有机食品大受欢迎，有机牛奶
的品牌也日渐繁多，不过由于环境、技术、资
金等各方面的制约，而牛奶又是产业链最长
的农产品， 因此有机牛奶的生产并非易事。
而要在“乱花渐欲迷人眼”的市场上挑选出
最好的有机奶，只需记牢三个数字：3大环境
—这几大项都
要素、6大生产环节、0容忍——
做到了，才能算是实现“360度有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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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到随学、确保拿证，广电西湖楼：
84256158、84258746、84259778。 星 沙
汽配：84258666 望月湖 84431978

律师

调查

九头鸟调查事务所

合法清债、打假、婚姻、商业调查取证寻人
0731-82241122、86544088www.gzjtn.com
13975826245 免 费 咨 询
合同债务婚姻劳资法律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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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重提示：交友请核对身份，交往请慎
重，警惕骗子行骗，切勿盲目经济往来

佳丽之约 13974975034
大学生模特白领
大学生，白领，模特
湘女相伴 18684822018
真情求缘， 温柔女红梅 28 岁，肤
白靓丽，高雅大方，丰满迷人经济
优特寻健康品正男士圆我美好心
愿有缘助发展 18270310668 亲谈

省 AA 级驾校，市十佳驾校，市驾培
行业
“
质量信誉”排行第一。 学员报
名，上门接送。 一人一车，计时训练，
【诚心生爱】温柔女阿红 29 岁，
随 到 随 学 。 总 部 ：8８８８６２８８、 高挑靓丽气质佳， 体贴经济优
8８８８５２８８ 开福分校：88615111 湘江 诚求体健品正男， 有缘可助你
世纪城：85360001 长沙晚报：84515757 发展：18359155661《本人亲谈》

免费热线：12580 呼三湘都市报

新闻热线：0731-84326110

诚征老伴 13760224900
●经商男 53 岁丧偶稳重有责任心
家庭责任感忙于生意的我寻重情
持家善良女共享生活 13760224900
特别推荐： 小丽 28 岁离经商多年漂
亮肤白柔美大方诚寻踏实男圆我家
庭梦来电改变你我 18760430395
●真情圆梦：女兰芳 28 岁柔情靓丽夫
事故离无孩无奈的我特寻体健男圆我
梦有缘助发展 15279326202 亲谈
女 38 岁丧偶独居收入稳定肤白贤
惠有爱心诚寻重情顾家善良男士
相伴今生有孩视亲生 13450355133
温柔女 28 岁丰满靓丽丰满迷人经
济优特寻找体贴有爱心健康男子圆
我美好心愿 18665360482 非诚勿扰
女 35 离 165 自办公司肤白丰满气质
高雅重感情觅诚实男 15274865477

公

告

遗失声明

宁乡县玉潭镇永康药号遗失中
国人民银行宁乡支行核发的
J5510008197201 号的开户许可
证，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鑫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遗
失中国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
核发的银行开户许可证， 核准
号：J5510009838901，声明作废。

最优越的生活条件，特仑苏一直在寻找理想
中的草原：它必须拥有最完美的风土、得天
独厚的自然环境， 并且远离尘嚣独享静谧。
终于，在锡林郭勒草原的最南端，特仑苏发
现一片被35万亩草原与森林所环抱的世外
桃源：这里远离人烟与工业污染，封闭的水
文环境孕育了甘冽清甜的溪水，丰厚的土壤
蕴藏着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空气中流动
着充沛的负氧离子。
特仑苏的牧场设计师将这片“生态之
肺”小心翼翼地保护起来，建造了塞北专属
全有机链牧场。在进行有机认证时，经检测，

公司分立公告
根据湖南安信医用高分子
材料有限公司股 东 会 决 议 ， 本
公司拟派生分立为湖南安信医
用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及湖南
安信科技孵化器有限公司。 原
本公司的债务由分立后的两家
公司共同承担， 为保护本公司
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自本公告
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本公司债
权人对自己是否要求本公司清
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作
出决定， 并于该期间内通知本
公司， 否则本公司将视其为没
有提出要求。 本公司联系方式：
82416666
联系人：张微
湖南安信医用高分子材料有限公司
2011 年 11 月 22 日

遗失声明

长沙市芙蓉区知星书社遗失中国
人民银行核发的银行开户许可
证， 核准号：J5510002382601，声
明作废。

遗失声明

郑琦瑛遗失坐落于长沙市岳麓
区枫林绿洲小区 3 区 1 栋 205
房长房用(2006)第 414356 号房
屋 产 权 证 , 长 房 用 (2007) 第
018592 号国土证，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郑佩遗失坐落于长沙市岳麓区石佳
冲 041 号 005 栋， 长房用 (2005)第
00359756 号房屋产权证。 另遗失长
沙市枫林绿洲 1 区 C4 栋下面杂屋
购买发票， 票号为 60041335，3 区 4
栋车库购买发票号 60041338 号。 3
区 4 栋下杂屋购买发票号 60041339
号，1 区 C5-2 栋下商用物业购买协
议编号为 04#,发票号为 60107830。 1
区 C5-2 栋下商用物业购买协议,编
号 为 02#, 发 票 号 为 60107831 与
60244582。 以上单证,声明作废！

特仑苏有机牧场的土壤和空气达到国家一
级标准，水达到国家饮用水标准。也许你会
问，一级空气与一级土壤是什么概念？这相
当于自然保护区的标准：空气中的总悬浮颗
粒物不超过0.08mg/m3，可吸入颗粒物不超
过0.04mg/m3……
当我们刚刚迈出追寻有机生活的步
履时， 特仑苏有机牧场的奶牛早已过上了
令人称羡的有机生活： 吃着天然天成的有
机牧草，呼吸着一级质量空气，喝着有机泉
水，生活在35万亩天然草原，俯仰之间尽享
天地之灵。

遗失声明
长沙市雨花区嘉年华自选商场树木
岭店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正副本，核
准号：J551000858160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县星沙镇顺茂化妆品商行
遗失中国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
行核发的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
号：J551001034480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县江背镇黄盛加油站遗失中
国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核发的
原帐号 3468-801-0014351 的开
户许可证，声明作废。

朱婧 430103198406280526 身
份证遗失，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李新宇坐落于芙蓉区东牌楼街 111
号东港名苑 1 栋 1418 房房屋他项
证号 511050024 已遗失，声明作废。

张淑华 430105195211172022 身
份证遗失，声明作废。
周慧 430111197204202728 身
份证遗失，声明作废。
刘晓红遗失户口本，身份证号：
43010519680903151X，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周学炎遗失坐落于金盆路 002 号
第 013 栋 208 房 的 权 证 号 为 标
022555 的房屋产权证，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鼎安投资有限公司遗失长
沙 市 天 心 区 地 方 税 务 局 2010
年 11 月 19 日核发的税务登记
证正本， 税号： 湘地税字
430103563537178，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湘潭市雨湖区远望商店遗失由中 国
人民银行湘潭市中心支行于 20 06
年 12 月 5 日核发的开户许可证（核
准号 J5530000934401），声明作废。

发行热线、投诉：0731-84316668、84315678、84329777 广告热线：0731-84329988

延期拍卖公告

原定于 2011 年 11 月 24 日上午
十时举行的武龙酒店房地产权
及现有设施、设备拍卖会，现因：
（
一） 有个别网站发布恶意虚假
拍卖信息， 擅自改变拍卖参考
价。 （
二）由于原拍卖公告对被拍
卖的标的物的表述不清，现应委
托人要求，本次拍卖会时间延期
至 2011 年 12 月 9 日上午十时，
其拍卖会场另行确定。
详情请咨询：0744-8251000
13707442468、13707441213
特此公告
附：拍卖内容见
湖南拍卖网
（www.hnpmw.com）
2011 年 11 月 7 日湖南红网张家界在线
2011 年 11 月 8 日三湘都市报、张家界日报
2011 年 11 月 11 日中国旅游报
张家界三和拍卖有限公司
2011 年 11 月 23 日

公告声明

刘大学原依法持有的国土证，编
号长国用
（
2000）第 013253 号，坐
落于雨花区树木岭路 6 栋。 根据
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协助执行
通知书 （
2010） 雨执字第 555-2
号，特声明原国土证作废。

汤明慧 342530198506015026 身
份证遗失，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宁乡县招商合作局遗失中国人民
银行长沙宁乡支行核发的开户许
可 证 ， 核 准 号 ：J5510009474701，
声明作废。

公

告

加拿大富信国际投资股份公
司长沙办事处与湖南星海文化传
播有限公司于二零零四年签订《投
资合作协议》，依合同约定，湖南星
海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需归还本办
事处人民币伍拾万元。 现本办事处
进行公告催收，请湖南星海文化传
播有限公司从公告之日起立即与
本办事处联系，并履行还款义务。
加拿大富信国际投资股份公司长沙办事处

本报地址：长沙市芙蓉中路一段 440 号

邮编：410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