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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购物达人告诉你
提前预定真的可以省钱

她介绍，在节假日，商家都会推出
各种各样的促销活动， 特别是家电卖
场， 重要节点也会推出活动， 比如预
定、 满千返百等， 如果有购买需求的
话， 这样的活动就一定要参加，“自己
买不满，也可以找个熟人一起，这样两
个人都省钱。”梁欣说。

4月29日， 苏宁五一广场超级店
开业，梁欣要给父母家买台冰箱，所以
提前交5元预定了的一台美的三门冰
箱。“原价2759元的冰箱，别人都是满
千返百、 节能补贴价后2299元买的，
我只用2159元买下来了，比他们要少
花140块钱。”

原本准备等7月份搬家前再买电
视的她，看到节能补贴政策将结束，传
言家电或将涨价， 加上苏宁和TCL这
次活动力度大， 她觉得不能等了，“我
们家一直都是用的TCL彩电，品牌、产
品信得过，赶上节能补贴末班车，能省
不少钱。”她笑说。

工厂直发货源充足
55寸3D智能发货1000台

据了解，只需提前预定TCL节能电
视，预交20元可抵200元消费。加上苏宁
补贴、TCL补贴和国家节能补贴， 单品
最高能省2000多元。

“5月17日前，苏宁全省53家门店都
可接受预定，消费者到苏宁门店收银台
预定或者至TCL彩电专柜看好机型后，
把预定金交给门店销售代表， 开具收
据，进行预定。”苏宁云商长沙大区相关
负责人介绍。

不过，此次TCL推出的特价机型不
参加预定抵200元活动。“特价机型已经
是亏本在卖了，所以不参加活动，不过
保证特价机型货源充足。”TCL相关负
责人说。

上述负责人介绍， 为了支持本次
活动，TCL从惠州工厂直发产品。“享
受国家节能补贴、 厂价惠民补贴、苏
宁让利补贴后只需要4999元的55寸
3D智能LED本次就直发了1000台过
来。”他说。

在苏宁购TCL预存20元
最低成交价上再省200元
长沙购物达人告诉你：钱就是这样省出来的

“我要预定一台55寸3D智能LED彩电和一台46寸
的彩电。”5月14日早上9点多，苏宁五一广场超级店开门
不到半小时，TCL彩电专柜就迎来了第一个顾客梁欣。

在五一商圈上班的她，早就有自己的一套省钱方法。
“看得多，买得多，自然就晓得怎么省钱。”梁欣说。

5月17日-19日，“TCL＆苏宁电器狂掀节能补贴最厚
一波”活动开场，会过日子的梁欣自然要在这场活动中想办
法省钱啦。 ■记者 杨迪

… 经济信息

�������受法院委托，定于 2013 年 6 月 14 日 15 时在湖南省联
合产权交易所依法按现状公开拍卖下述标的，现公告如下：

一、标的：湖南华升超有机食品有限公司所有的位于湖
南省宁远县十里铺工业园的工业用地 26900㎡（国有土地
使用权证：湘宁国用[2010]第 000150 号），房产 7269.8㎡（房
屋产权证： 宁房 2010 字第 00020775、00020776、00020777
号）。 其中，宁房 00020776、00020777 号房产设有他项权利
抵押。

二、标的的评估值为人民币 933.2053 万元,拍卖保留价
为人民币 793.2245万元，竞买保证金为人民币 100万元。

三、拍卖标的自公告之日起至 2013 年 6 月 13 日，在标
的所在地现场展示。

四、竞买人应在 2013 年 6 月 13 日 16 时前将竞买保证
金缴至如下账户(账户名称：湖南省联合产权交易所司法拍
卖保证金专户，开户银行：民生银行长沙分行营业部，账号：
3101�0141�9000�0022)。

五、竞买人应在 2013 年 6 月 13 日 17 时前凭付款凭证

及有效证件到湖南省联合产权交易所办理竞买登记手续后
方可取得竞买资格，逾期不予办理。

六、成交价款支付方式、期限：成交价款自成交之日起
10日内一次性付清至委托法院指定账户。

七、拍卖标的交付时间及方式：由委托法院在标的权证
过户手续办理完毕后 3个工作日内直接移交给买受人。

省高院监督电话：0731-82206302
��������委托法院监督电话：0731-84784812
���������工商监督电话：0731-89971678
�������� 湖 南 省 国 际 商 品 拍 卖 有 限 公 司 联 系 电 话 ：
0731-82245477�13874919858毕先生

湖南省联合产权交易所地址及电话：长沙市芙蓉中路
三 段 569 号 湖 南 商 会 大 厦 （西 塔 楼）20、23A 楼 ,
0731-84119187��13739076928�刘先生。

详见：http://www.rmfysszc.gov.cn/，www.hnaee.com
�����������������������������������湖南省国际商品拍卖有限公司

2013年 5月 15日

宁远县十里铺工业用地拍卖公告

���������受法院委托， 定于 2013年 6 月 14 日 10 时在湖南省联合产权交
易所（以下简称省联交所）依法按现状分零公开拍卖下述标的，现公告
如下：

一、 标的一： 长沙市望城区金星大道旁新地东方明珠 9 栋 804 房
(权证号码:712000995)，产权面积 134.78m2，评估价人民币 44.47 万元，
起拍价（保留价）人民币 44.47 万元(含装修)，竞买保证金人民币 5 万
元。

标的二：长沙市开福区培元桥 025 号 002 栋 402 房屋（权证号码：
710019970）一套，产权面积 73.11m2，评估价人民币 47.5 万元，起拍价
（保留价）人民币 47.5万元，竞买保证金人民币 5万元。

标的三：湖南亮财汽车安全科技有限公司 59.29%的股权，评估价
人民币 131.12 万元，起拍价（保留价）人民币 131.12 万元，竞买保证金
人民币 15万元。

二、拍卖标的自公告之日起 2013 年至 6 月 13 日，在标的所在地现
场展示。

三、竞买人应以转账方式（不接受现金缴存）将竞买保证金在 2013
年 6月 13日 17时前（以到账时间为准）缴至如下账户(账户名称：湖南
省联合产权交易所司法拍卖保证金专户，开户银行：民生银行长沙分行
营业部，账号：3101�0141�9000�0022)。

四、竞买人应在 2013年 6月 13日 17时前凭付款凭证及有效证件
到省联交所办理竞买登记手续后方可取得竞买资格，逾期不予办理。

五、成交价款自拍卖成交之日起 7日内付清至委托法院指定账户。
六、特别提示：请当事人、担保物权人、优先购买权人或其他优先

权人于拍卖日到场，如参加竞买，应按本公告的规定办理竞买登记、缴
纳保证金、参加拍卖会。

省高院监督电话：0731-82206302���
��������委托法院监督电话：标的一：0731-84816572�
���������������������������������������标的二：0731-85881450��
����������������������������������������标的三 0731-88926151
��������工商监督电话：0731-84012539
��������有意竞买者至省联交所或湖南永达拍卖有限公司查阅相关资料，
咨询电话：0731-82827770��13874942573�梁女士

省联交所地址及电话： 长沙市芙蓉中路三段 569号湖南商会大厦
（西塔楼）23A楼 0731-84119189��15074836373万女士

详见人民法院诉讼资产网 www.rmfysszc.gov.cn、 省联交所网站
www.hnaee.com
�������������������������������������������������������������������湖南永达拍卖有限公司

2013年 5月 15日

拍卖公告

�������受法院委托， 定于 2013年 6月 18日 15 时在湖南省联
合产权交易所（以下简称省联交所）依法按现状公开拍卖下
述标的：

一、标的一：龙建军持有的郴州及时雨典当有限责任公
司（注册资本 500 万元）30%的股权，起拍价为 126.87 万元，
竞买保证金为 20万元。

标的二： 宁乡县玉潭镇民生路 17 号房产（产权证号
00010798），产权面积 220.85m2（1-2 层），评估价为人民币
79.8594 万元;第三层为加建，未办理房屋权属证明，按砖混
结构房屋重置价格 726 元 / 平方米计算为 80168.55 元（第
三层面积按 110.425�m2 计算），起拍价为 79.08867 万元，竞
买保证金为 10万元。

二、展示：自公告之日起在标的所在地现场展示。
三、 竞买人应在 2013年 6月 17日 17时前以转账方式

（以到账时间为准）将竞买保证金缴至如下账户(账户名称：湖
南省联合产权交易所司法拍卖保证金专户，开户银行：民生
银行长沙分行营业部，账号：3101�0141�9000�0022)。

四、 竞买人应在 2013年 6月 17日 17时前凭付款凭证
及有效证件到省联交所办理竞买登记手续后方可取得竞买
资格，逾期不予办理。

五、上述标的成交价款均在成交之日起 7 日内一次性付
清至委托法院指定账户。

六、特别提示：
①请标的的当事人、担保物权人、优先购买权人或其他

优先权人于拍卖日到场，如参加竞买，应按本公告的规定办
理竞买登记、缴纳保证金、参加拍卖会。

②标的二据《估价报告》：该标的土地使用权面积 124.7�
m2，土地用途为住宅，土地使用权类型为国有划拨。 估价对象
现为三层砖混结构， 原为 2 层， 建于 1986 年，《房屋产权情
况》登记表记载面积为 1-2 层面积，评估面积以登记表记载
面积为准。

省高院监督电话：82206302�委托法院监督电话： 标的
一、84784811、标的二：87809037�工商监督电话：89971678
������省联交所地址及电话： 长沙市芙蓉中路三段 569 号湖南
商会大厦（西塔楼）20、23A楼,84119187，13548671123汪

有意竞买者至省联交所或拍卖公司查阅相关资料，电
话：13875930598肖，15211057689傅

湖南欣缔源拍卖有限公司
2013年 5月 15日

拍卖公告

苏宁为了最大限度地帮助消费者享受实惠，特联合TCL彩电、海信、长虹、美
菱冰箱、华帝厨灶、美的空调等等众多大品牌推出“国家节能补贴+苏宁补贴+厂
家补贴”三重致惠，最高优惠将达30%。如有名牌1P强冷空调补贴价1599元，奥克
斯1.25P冷暖空调补贴后1869元，惠而浦大1.5P冷暖空调补贴价2499元等。

笔者从苏宁易购获悉，
苏宁易购近日推出“苏宁门
店付款”的全新支付方式，消
费者在苏宁易购上购买商
品， 可选择在苏宁任意门店
进行支付。 苏宁易购新推出
的“门店付款”是为支持苏宁
易购“顾客自提”与“苏宁配
送” 两种配送方式衍生出来
的新型支付方式。 此前苏宁
易购有“易付宝支付”、“网上
银行”、“银联在线支付”、“快
捷支付”、“分期付款”、“货到
付款” 等六大多维度的支付
方式。

苏宁易购之前的“顾客
自提” 配送方式要求消费者

完成线上支付才能去所选
门店自提商品， 现在消费
者下单时若选择“顾客自
提”配送，可选“苏宁门店
付款”进行线下支付，然后
在收到到货短信后， 前往
下单所选门店付款提货。
而消费者在下单时若选
“苏宁配送”， 在填写完详
细的收货地址后， 同样可
选“苏宁门店付款”。这时
候， 消费者可就近在苏宁
任一门店付款， 付款成功
后即可等待商品配送至下
单时填写的送货地址。“苏
宁门店付款” 方式还衍生
出新的退款方式。 消费者

在线上下单，线下现金支付后，
如遇退款问题， 可自由选择线
上或线下退款；若是线上下单，
线下刷卡支付，遇到退款问题，
则支持线下退款。

相关链接： 节能补贴政策
进入倒计时 苏宁易购大家电
开始最后“冲刺”

苏宁易购大家电运营中心
负责人表示， 为引导消费者购
买节能高效的家电产品， 苏宁
易购正推出“畅销空调特惠疯
抢”活动，低价出售畅销机型，
在月底还推出“满千降百”及团
购活动。 此外， 苏宁易购在彩
电、冰箱、洗衣机等品类也推出
节能补贴专场。

苏宁易购推“多维度支付”方式
线上购物线下付款打通

… 链接

5月17日-19日，TCL还准备了总值过千万好礼回馈，活动期间，老顾客凭短信
即可免费领取价值99元精美套装一份，购4K智能云电视E5690系列或4D一屏双显
电视V6500系列再送价值200-1000元礼品等。

TCL好礼送不停

苏宁三重补贴最高优惠达30%

5月14日，不少消费者到苏宁预订TCL彩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