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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法院委托，定于 2013 年 11 月 28 日 10:30 在湖南省联合产
权交易所（以下简称“省联交所”）依法按现状公开拍卖下述标的，
现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长沙县跳马乡白竹水乡同升湖一区 3 栋（K 型）
101号房屋，权证号码为长房权证跳马字第 00048056 号，建筑面
积为 258.21平方米，评估价为人民币 245.56万元。

二、拍卖起拍价人民币 245.56万元。
三、拍卖标的自公告之日在标的所在地现场展示。
四、竞买人必须以转账方式（不接受现金缴存）将竞买保证金

人民币 20万元在 2013�年 11 月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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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竞买人应在 2013 年 11 月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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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特别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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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按本公告的规定缴纳保证金、办理竞买登
记手续、参加拍卖会。

监督电话：省高院 0731-82206302��
�������委托法院：0731-84784812��
�������工商：0731-89971678
�������有意竞买者至湖南泰达拍卖有限公司或省联交所查阅资料，
咨询电话：0731-84466519�15874191819�贺女士

省联交所地址：长沙市芙蓉中路三段 569 号湖南商会大厦（西
塔楼）23A楼。 联系电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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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泰达拍卖有限公司
2013年 10月 28日

长沙县同升湖独栋别墅拍卖公告
◆登录省联交所网站 购买司法拍卖资产◆

�������受法院委托， 定于 2013 年 11 月 29 日上午 10 时在湖南省联合
产权交易所（以下简称省联交所） 依法按现状整体公开拍卖下述标
的，现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长沙县星沙镇星沙大道西侧“中央公馆”（鑫泰丽
都）在建工程全部房产（含土地使用权）。 总测绘面积约 67024.42 平
方米，评估的建筑面积约 47074.34平方米。土地使用权面积为 6194
平方米，土地使用权证号为长国用（2004）第 1380 号，地类用途为综
合用地，使用权类型为出让，终止日期为 2053年 1月 28日。 拍卖标
的主体工程已建至 20层（其中地下 2层，商业裙楼 3层，管道转换层
1层，住宅 16层）。

二、 拍卖标的评估价为人民币 17653.61 万元, 起拍价为人民币
17653.61万元。

三、拍卖标的自公告之日起至 2013 年 11 月 26 日，在标的所在
地现场展示。

四、竞买人应以转账方式（不接受现金缴存）将竞买保证金人民
币 3000万元在 2013年 11月 2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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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竞买人应在 2013 年 11 月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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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拍卖成交价款于拍卖成交确认书签订之日起 7 个工作日内
支付至委托法院指定账户。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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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督电话 省高院：0731-82206302；
委托法院：0731-84015574；
工商：0731-89971678���

��������有意竞买者至省联交所或湖南金烨拍卖有限公司、湖南佳仕得
拍卖有限公司、湖南省佳德拍卖有限公司、湖南嘉雨拍卖有限公司查
阅相关资料， 咨询电话：13508477128�张女士；15307310709�李先生；
13667328628�刘女士；13307317608杨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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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31-84178668�13875952552周女士

详见人民法院诉讼资产网（www.rmfysszc.gov.cn）、省联交所网站
（www.hnaee.com）

湖南金烨拍卖有限公司
湖南佳仕得拍卖有限公司
湖南省佳德拍卖有限公司
湖南嘉雨拍卖有限公司
2013年 10月 28日

◆登录省联交所网站 购买司法拍卖资产◆
长沙县星沙镇商住楼在建工程房地产拍卖公告

有了内马尔的给力表现，
梅西的压力自然小了很多。面
对皇马重兵防守， 梅西本场比
赛适时后撤， 他最出色的一项
统计居然是抢断： 全场7次抢
断，居两队之首。

梅西乐于当配角，C·罗却
苦于独木难支。由于迪马利亚
近来实在状态火热，牢牢占据
一条边路，皇马主帅安切洛蒂
很难真正实现C·罗与贝尔的
“两亿齐飞”。这样一来，贝尔
更多时候被安排在了自己并
不适应的中路。

占据了中锋位置的贝尔
让皇马变成了“10打11”。很明
显的变化是，当本泽马第60分

钟替换贝尔出场后，皇马
的进攻反而活跃起来。

C·罗是前场的全
能战士，迪马利亚可以
胜任边锋和前腰，本泽
马则是当今最优秀的
中锋之一，要想在皇马
中前场奠定一个与身

价相符的位置，贝尔
还需要更多的时间。
■三湘华声全媒体

记者 陈普庄

10月27日， 积分和奖金仅次于世锦赛的世界斯诺克国际锦标赛在成
都揭幕。台坛最具天赋和人气的5次世锦赛冠军得主奥沙利文在首日晚间
登场，6比2大胜苏格兰小将麦吉尔。比赛中，奥沙利文尽管未能奉献出破
百的表演，但从其专注和严谨程度来看，缺席了去年国锦赛的奥沙利文这
次要玩真的了。同日，中国球员梁文博在首轮战胜同胞李岩，他将在29日
的第二轮较量中挑战火箭奥沙利文。

中国球员丁俊晖将在周一19：30登场迎战曹宇鹏。本届比赛，丁俊
晖与奥沙利文同在一个半区， 也就是说如果一切顺利， 球迷们有望在
11月1日-2日的半决赛中再度看到两人的交战。不过在此前，两人都
将面临艰苦的赛程，丁俊晖若能通过前两轮，则很可能陆续遭遇希金
斯和罗伯逊，而奥沙利文通往半决赛的道路上则有马奎尔和马克·威
廉姆斯这样的拦路虎。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陈普庄

“感谢黄导， 让我们球迷下
个赛季还有球看。” 不少球迷对
湘涛主教练黄成说。湖南湘涛在
最需要3分的时候赢得了一场关
键的比赛。10月26日下午，在中
甲第29轮比赛中，湖南湘涛队在
主场以1∶0战胜北京八喜，提
前一轮保级成功。为湘涛队打进
保级一球的是刘青，这个进球也
让湘涛留得青山在。在三湘华声
主办的湘涛竞猜中， 有3名球迷
准确猜中了比分， 通过抽取，张
秋玲和王国利各获得红牛饮料

湖南分公司提供的红牛饮料1
箱。本场比赛无人连续三场猜中
胜负。

与八喜之战，湘涛赢球就能
保级， 一旦不胜则将交出主动
权。 不过在这场重要比赛中，湘
涛队上半场并没有进入状态，倒
是对手创造了几次破门良机，让
主场球迷捏了一把汗。中场调整
后， 湘涛队下半场逐渐找到感
觉。第71分钟，湘涛前场组织进
攻， 杜文辉左路将皮球横传，刘
青得球调整好闪出角度后劲射
破门，打进制胜一球。据悉，湘涛
俱乐部为本场比赛开出了100
万赢球奖，他们也不负众望。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刘涛
实习生 李瑜

两亿没能齐飞
5700万也算物美价廉
内马尔一传一射，巴萨2比1胜皇马

还记得2006年世界杯，踢完巴拉圭之后的贝克汉姆在草地边哇哇地呕吐吗？
当时就有“高级黑”评论道：英格兰队那帮人踢得实在太恶心了。

现在另一个前曼联7号，C·罗，应当也能体会到这种心情。北京时间10月27日凌
晨，“西超德比”在巴萨主场进行，尽管在最后时刻不遗余力地贡献一次助攻，C·罗还
是没能阻止皇马以1比2告负。

这场举世瞩目的比赛，原本被认为是C·罗与梅西的“男一号”之争，外加内马
尔和贝尔两位新人的汇报演出。 不过作为四大巨星中身价最低的一位， 今夏以
5700万欧元转会巴萨的内马尔反而成了最耀眼的， 正是他的一传一射帮助球队
获胜。梅西和C·罗都成了配角，皇马新援贝尔更是几乎消失。

西班牙国家德比，双
方球员身价总和达到12亿
欧元。 与身价1.2亿欧元的
队友梅西及皇马阵中“两
亿齐飞” 的C·罗和贝尔相
比， 内马尔5700万欧元的
转会费可谓小巫见大巫。
然而经过一场国家德比的
洗礼，人们发现，这5700万
真的算得上是“物美价廉”
了。内马尔不仅在上半场小
角度破门， 成为近3年来第
一位国家德比首秀进球的
球员，更是在第80分钟助攻
桑切斯锁定胜局。 近4个主
场，内马尔已经帮助巴萨打

进3球，奉献3次助攻。
第18分钟， 内马尔在

左路得球后， 灵巧的晃动
骗过了防守他的卡瓦哈
尔，更为勇气可嘉的是，在
小禁区角上他选择的是射
门而不是传球， 皮球经过
两名防守队员的折射，让
皇马门将洛佩斯鞭长莫
及。 如果说这次边路突袭
让人依稀看到小罗的影
子， 那么第80分钟内马尔
助攻桑切斯的那一脚直
传，则完全是大师级的，已
经超越了一名边锋的“工
作范畴”。

4场3球，内马尔越来越有巨星范

奥沙利文玩真的
这下有好戏看了
斯诺克国锦赛，丁俊晖今19:30登场

主场1∶0胜八喜，提前一轮保级
“刘”得“青”山在，明年有球看

湘涛VS八喜秒杀问题为：谁将打进本场比赛第一个进球？第71分
钟，刘青打进本场比赛唯一进球。有3名球迷猜中这个结果，通过抽
取，张小平和唐唯各获得美酒大礼1份。

▲内马尔本场
风头盖过了梅西。

奥 沙 利 文
首秀十分专注。

再贵的贝尔，
也拨不通胜利的号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