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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及别墅，“空置率” 总是不可回避的
问题。 市场上很多别墅并不具备让人居住
的条件。有的方圆几里打不到车，有的连个
吃饭的地方都没有， 有的平时难见几户业
主……想要找寻一处真正回归居住价值的
高端居所，实属不易。
雷锋大道上，发现最美的城市别墅

裕田·奥莱小镇，占居长沙、望城双轴
核心的绝佳位置，举步即达4号线地铁口，
潇湘大道、金星大道、雷锋大道、普瑞大道
等多条城市主干道纵横通达，5分钟车程
直抵望城区中心，15分钟范围内覆盖各大
中心CBD。繁华深处，闹中取静，项目内部
沿河环绕，3公里马桥河风光带蜿蜒。

500亩环球奥莱， 也只是别墅生活的一
部分

如果说， 自然环境为别墅居住提供了
最基础的生活必备， 那么生活配套的完善
性， 则是奥莱小镇区别于其他别墅的最核
心竞争力。奥莱小镇以500亩奥特莱斯商业
配套先行， 致力为业主打造一个生活惬意
的“第一居所”别墅住区。目前，环球奥特莱
斯购物小镇开发已初具规模，NIKE、ADI-
DAS、D&G、VERSACE、PRADA、ZEG-
NA、GUESS、BURBERRY、JUST� CAV-
ALI、NAUTICA及必胜客等30多家商家已
陆续开业……让奥莱小镇告诉你： 别墅不
应该孤独，别墅就应该更好地享受生活！

裕田·奥莱小镇，定义别墅“第一居所”

【连环大奖】
iPhone5S土豪金天天抽

10月21日， 通程电器全
省50家门店纷纷上演了这样
一幕：通程电器中高层团队在
门店前坪郑重宣誓奋战12周
年庆。

誓师大会上，通程电器东
塘旗舰店彭店长表示，希望通
过这个形式，让内部员工有更
强大的决心备战12周年庆。
“这也是向湖湘百姓表明一种
态度，通程作为湖南家电连锁
企业的领军人物， 不仅仅保
证低价，也是市民生活的服务
专家。”

“畅销新品的展示、 特价
机型的标签贴、各品牌赠品及
通程电器的赠品到位情况等
都是我们马上要一一落实

的。”彭店长说。
据了解，11月8日-17日，

通程电器12周年庆期间，将带
来“幸运大抽奖”活动。想和土
豪金做朋友的消费者，购物后
记得试试手气，每日一抽的i-
Phone5S�土豪金也许就会被
你带回家。

此外，通程在全城范围内
寻找有缘的你。11月5日前，与
通程同日（11月8日-17日之
间任意一天） 庆生的朋友，拨
打4006-365-980进行预定，
就将获得生日蛋糕一份。

【优质服务】
报名享小家电维修全免

誓师大会上，通程电器提
出“低价格、优服务”的承诺，
而这一誓词也并未停留在口

号上。
据了解，在12周年庆典来

临之际，通程电器针对小家电
的售后维修问题启动“小家电
维修季”。 这也是通程电器继
2010年推出“免费清洗油烟
机”的公益活动后，推出的服
务举措。

如果你家中正有小家电
需要维修、 如果你不想多花
“冤枉钱”，那么，即日起，带上
“突发状况” 的小家电去通程
电器，活动期间将不收取维修
工费，轻松解决您的困扰。

值得一提的是，在10月26
日、27日， 到通程电器东塘旗
舰店、西城旗舰店维修小家电
的市民，还将有机会获得小家
电维修全免（包含工费、更换
零件费）名额。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杨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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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福彩夏季营销
“十位销售明星”
评选结果揭晓

为答谢广大彩民和投注站
业主对福利彩票的支持和厚爱，
今夏，湖南福彩在全省范围内开
展了以“福彩送福 清爽一夏”为
主题的营销活动。作为整个夏季
营销活动的亮点之一，“全省十
位销售明星”的评选更是得到了
全省投注站的密切关注。经过近
两个月的激烈争夺，10月24日，
省福彩中心在各市州上报的“销
售能手”候选名单中，综合销售
总量、销售增幅、特色营销等因
素考评，最终评选出了2013年福
彩夏季营销全省十位销售明星
（名单见下表）。这十位销售明星
除获得“沈阳、大连、青岛双飞七
日游”名额外，还将获得50000元
福彩公益金资助权，为发展社会
福利公益事业作出自己的贡献。
省中心也将在湖南福彩网和福彩
天地报上开辟专栏， 陆续推介获
奖站点好的经验和做法， 以供学
习交流。

12周年庆誓师大会全省同步开启

通程电器主打价格、服务牌
11月8日-17日，每天抽土豪金，过生日还能领蛋糕

10月21日，通程电器
全省28地50店同步开展
12周年庆典宣誓仪式，并
承诺在11月8日-17日，
通程电器12周年庆期间，
“必定以全城最低的价格、
最优的服务， 感恩回馈消
费者。”

“备战12周年， 通程
电器已提前采购上亿元畅
销商品， 并拿出三千万的
促销费用进行全面让利，
打造湖南家电卖场上前所
未有的庆典购物节， 势必
轰动全城。”10月24日，通
程电器总经理刘伟表示。

每天不停抽出的免单大奖、门
店络绎不绝的光顾者， 都在告诉
我们：苏宁会员节在持续热烧中，
还没来苏宁体验的会员， 赶快行
动吧。

“只要你是苏宁会员，就能尽
享你的超大VIP特权。” 湖南苏宁
相关负责人表示，苏宁会员节从本

月18日开始持续到31日， 其间优
惠活动的力度和惊喜度值得消费
者期待。

同时，万众瞩目的先锋通话平
板电脑———Pioneer先锋G71于今
日在苏宁正式亮相上市， 上市价
1299元。
免单大奖继续开，会员节优惠不断送

苏宁会员节， 在如火如荼地
开展。

“免单大奖， 每天都有新的获
奖名单出炉。除此之外，还有极限
直降、预存十倍飙升、会员惊爆机、
新品首秀等一波又一波的优惠活
动。” 湖南苏宁相关负责人表示。

据了解，即日起至31日，到苏
宁各门店购物，各品类商品将在挂
牌价基础上直接降价。彩电在挂牌
价基础上再直接降价200-2000

元，冰洗在挂牌价基础上再直接降
价100-2000元等。

此外，活动期间，凡光临苏宁
各门店的消费者，凭苏宁会员卡至
总服务台即可领取精美礼品一份，
礼品有限先到先得。
星沙领衔，三店集体开业助阵会员节

10月26日，苏宁星沙、浏阳、
望城店集体开业，并联手送出豪华
大礼，助阵会员节。

“首先就有预存翻倍的活

动———即日起至10月24日，至苏宁星
沙店预存50元抵用400元再得1.8L
食用油1瓶，至浏阳、望城店预存30
元抵用400元再得1.8L食用油1瓶。”
湖南苏宁云商相关负责人表示。

据了解，消费者在苏宁星沙、
浏阳、望城三店购彩电、冰箱、洗
衣机、空调、厨卫2件以上不同品
类商品，满25888元即赠iPadmini
一台；满32888元即立赠iPhone5C
一台等。

十月，苏宁会员节持续引爆星城
免单大奖每天开，iPhone5C满额即送

房号

102
104
-104
-105
-108
-111
-114
-115
-116
-117
-118
-119
-122

权证号码

709120132
709120134
709120064
709120065
709120068
709120071
709120074
709120075
709120076
709120077
709120078
709120079
709120082

建筑面积
（㎡）
91.02
468.07
44.17
44.12
44.08
44.08
40.22
40.22
34.37
36.08
36.08
41.9
38.55

起拍价
（万元）
43.5
211.5
4.8
4.8
4.8
4.8
4.8
4.8
4.7
4.7
4.7
4.8
4.7

房号

-123
-129
-130
-131
-132
-133
-134
-140
-142
-144
-145
-150
-201

权证号码

709120083
709120089
709120090
709120091
709120092
709120093
709120094
709120100
709120102
709120104
709120105
709120110
709120111

建筑面积
（㎡）
38.55
37.81
37.81
42.54
39.1
39.1
39.1
41.9
40.22
56.14
41.65
41.9

1445.98

起拍价
（万元）

4.7
4.7
4.7
4.8
4.7
4.7
4.7
4.8
4.8
5.4
4.8
4.8
156

���������受法院委托，定于 2013年 11月 13日上午 9:30在湖南省联合产
权交易所（以下简称省联交所）依法按现状先整体后分零公开拍卖下
述标的，现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位于长沙市雨花区官塘冲巷 37-1 号桂竹苑 102、
104号商业用房、负一层 23个车库和负二层 1个人防车库。整体拍卖
时，评估价为人民币 811.8778 万元，起拍价为 521 万元，竞买保证金
为 50万元；分零拍卖时，房号 102竞买保证金为 6 万元，房号 104 和
-201竞买保证金均为 15 万元，其他 23 套车库竞买保证金均为 1 万
元，起拍价如下表：

二、拍卖标的自公告之日起至 2013 年 11 月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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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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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 月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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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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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若整体拍卖成交，则分零拍卖取消；若整
体拍卖未成交，则随即分零拍卖。

监督电话 省高院：0731-82206302�����
�������委托法院电话：0731-85798485
�������工商电话：0731-89971678
�������有意竞买者至省联交所或湖南鑫利丰拍卖有限公司查阅相关资
料，咨询电话：0731-82056078�13687371898�刘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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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A楼。 咨询电话：0731-84178668�15273184208�汪女士

详见人民法院诉讼资产网 www.rmfysszc.gov.cn
�������省联交所网站 www.hnaee.com
�������湖南鑫利丰拍卖有限公司 www.hnxlfpm.com
���������������������������������������������������������������湖南鑫利丰拍卖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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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房产和车库拍卖公告
◆登录省联交所网站 购买司法拍卖资产◆

2013“福彩送福 清爽一夏”
“全省十位销售明星”名单

市州 投注站号码
长沙 43019269
湘潭 43029259
衡阳 43046005
郴州 43058262
娄底 43089032

市州投注站号码
湘西43139034
益阳43078107
永州43119187
怀化步步高销售亭
长沙晚报销售厅

东塘旗舰店全体员工宣誓，价格打折，服务不打折，必定让消费者享受到最优质的服务。

郴州店12周年庆典誓师大
会，全体员工表示：必定坚决执行
承诺，服务三湘父老。

通程电器总经理刘伟带队宣
誓，必定以前所未有的让利幅度，
轰动全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