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年4月2日 星期三
编辑/张允 图编/伍霞 美编/陈阳 校对/周燕萍B02

http : //hsb . voc . com . cn
财讯

3月31日下午,随着重
庆电子发票整合服务平台
的正式启动, 我国第一张
具有全生命周期、全业务流
程覆盖,适用于电子商务发
展与税收征管业务要求的
电子发票正式开出。 据悉，
该电子发票项目是一个真
正实现了从电子发票赋码、
申请、开具以及包括纳税人
登记、 申报等全业务流程
的电子发票系统。

业内人士表示， 电子
发票的推广将对促进形成
离岸结算中心有极大的支
撑作用。同时，对纳税人而
言， 电子发票处理流程能
减少50%~80%的成本。此
外， 重庆市地税局副局长
董青表示，有电子发票后，
一旦出现纠纷， 消费者就
有据可循， 在维权上能提
供有效依据。

■据重庆商报

全国首张电子发票诞生
未来网购将有据可循，可降低企业纳税成本

… 观点

O2O未来“恋爱容易婚姻难”？与传统的纸质发票比
较,打印的(纸本)电子发票
票面上没有发票监制章标
识,也不加盖开票人发票专
用章。

据介绍， 电子发票的
信息可以在当地地税局网

站或电子发票整合服务平
台上查询验证。 消费者有
权拒收与上述网站发票信
息查验结果不相符的电子
发票, 并拨打纳税服务热
线12366举报。

■据重庆日报

在腾讯斥资15亿港元策略
入股华南城9.9%股份后，阿里巴
巴用更大手笔刷新纪录，日前以
53.7亿港元联姻银泰。 而这并非
个案，据业内人士分析，更善于模
式创新的线上企业不断下探，让

银泰、华南城、新世界和王府井等
众多零售巨头的O2O战略开始
迈出实质一步。未来线上与线下
的边界愈发模糊。业内人士透露，
未来的百货业竞争是几大巨头
的“华山论剑”。 ■据京华时报

去年开始持续被热炒的
O2O概念， 已经有众多企业进
行战略布局或是业务调整。如
今似乎不谈O2O就有点跟不上
潮流。有分析人士认为，目前在

实战操作层面， 能看到的清晰
的O2O模式还太少。 传统零售
业的数字化，涉及技术、管理、
运营的方方面面，并非易事。

■据新华社

长期以来,电子发票被
视为电子商务全程信息化
的最后一环。 也有人担忧,
电子发票的出现,会对电子
商务的发展造成冲击。

对此， 相关人士在接

受采访时表示, 电子发票
虽然构建起适应电子商务
发展的税收征管方式 ,但
其诞生并非针对电商征
税。

■据重庆晚报

… 声音

电子发票并非针对电商征税

! 小贴士

如何辨别电子发票真假

阿里砸53.7亿港元入股银泰
打造O2O生态圈，正在成为商业最新时尚

腾讯
阿里等

华南城
新世界等

湖南浩鑫拍卖有限公司
湖南鑫盛拍卖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大为拍卖有限公司
湖南省昌大拍卖有限公司

2014年4月2日

◆登录省联交所网站 购买司法拍卖资产◆

受法院委托，定于2014年4月18日上午10时在湖南省联
合产权交易所(以下简称省联交所)依法按现状公开拍卖下
述标的，现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长沙市开福区马栏山一宗国有土地使
用权 (长国用 [2011] 第000718号)， 土地使用权面积
18268.74m2，用途为商业、住宅。评估价12543万元,起拍价人
民币9596万元，竞买保证金1000万元。

二、拍卖标的自公告之日起在标的所在地现场展示。
三、竞买保证金缴纳时间截止2014年4月16日（不接受

现金，以到账为准）。竞买保证金账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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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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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交价款支付方式、期限：买受人在拍卖成交之日
起7个工作日内付清全部成交价款。

有意竞买者到拍卖公司或省联交所咨询。
联系电话： 叶女士13017291371（浩鑫拍卖）、 李先生

13755167528（鑫盛拍卖）、邓先生13908472138（大为拍卖）、
杨女士13574815566（昌大拍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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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31-84119189，13755193223
王先生

监督电话：省高院0731-82206302��
�������委托法院：0731-84816572

工商：0731-89971678
详见人民法院诉讼资产网www.rmfysszc.gov.cn
湖南省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www.hnaee.com

拍卖公告

湖南省新拍卖有限公司
湖南永达拍卖有限公司

2014年4月2日

◆登录省联交所网站 购买司法拍卖资产◆

受法院委托， 我公司定于2014年4月18日15时在湖南省联
合产权交易所（以下简称“省联交所”）依法按现状公开整体拍
卖下述标的，现公告如下：

一、拍卖标的：湖南继蒙制药有限公司名下的位于浏阳市
工业园共6栋工业房地产,建筑面积合计为11690.58平方米，房
屋产权证号：浏房权证字第00060527号，设计用途工厂厂房。
土地使用权面积约为26717.36平方米（以证载面积为准）。

二、评估价为人民币2706.76万元；第三次整体拍卖起拍
价人民币2000万元，竞买保证金为人民币200万元。

三、拍卖标的自公告之日起至4月16日在标的所在地现场
展示。

四、竞买保证金缴纳时间截止2014年4月16日（不接受现
金，以到账为准）。竞买保证金账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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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4月17日下午17时前凭汇款凭证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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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交价款支付方式及期限：拍卖成交后10日内须将全

部成交价款汇入委托法院专用账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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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31-85798257�工商0731-89971683
�������拍卖公司咨询电话：15074873028（易先生） 13667396188
（朱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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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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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浏阳市工业园工业房地产拍卖公告

湖南国际商品拍卖有限公司
2014年4月2日

◆登录省联交所网站 购买司法拍卖资产◆

受法院委托，定于2014年 4月18日10时在湖南省联合产权交易所
（以下简称省联交所）依法对下述标的按现状分零公开拍卖，现公告
如下：

一、拍卖标的：

拍卖公告
三、 保证金缴纳时间截止2014年4月16日（到账为

准）,竞买保证金缴纳账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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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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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监督电话： 省高院：0731-82206302； 委托法院：
0731-88926151；工商：0731-89971678

有意竞买者至省联交所或湖南国际商品拍卖有限公
司查阅相关资料，咨询电话： 13875842008��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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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117296、13548671123��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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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的 3、 车牌号为湘ACC208丰田小轿车一辆， 型号为丰田
TV7250ROYALA，初始登记日期2008年4月29日，已行驶里程9万公里，
评估价/起拍价人民币15.545万元，竞买保证金2万元。

二、拍卖标的自公告之日起至拍卖日前，在标的所在地现场展示。

单位：万元

标的
号

1

2

拍卖
标的

长沙市桐梓坡路 485号
沁园春御院小区 18栋

302房屋
长沙市桐梓坡路 485号
沁园春御院小区 18栋

304房屋

产权面积
（㎡）

168.94

176.09

权证
号

712020978

712020981

评估价 /
起拍价

106.48

110.99

保证
金

10

10

湖南浩鑫拍卖有限公司
2014年4月2日

◆登录省联交所网站 购买司法拍卖资产◆

受法院委托，定于2014年4月18日上午10：30在湖南省联合产权交易
所(以下简称省联交所)依法按现状公开分零拍卖下述标的，现公告如
下：

一、拍卖标的：长沙市开福区四方坪12号左岸春天19栋102室、25
栋702室、34栋702室、35栋701室共计四套住宅用房。

长沙市开福区左岸春天四套房屋拍卖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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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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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交价款支付方式、期限：买受人在拍卖成交之日
起10日内付清全部成交价款。

有意竞买者到拍卖公司或省联交所咨询。 联系电话：
15073144871杨女士（浩鑫拍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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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73184208汪女士

监督电话 ： 省高院 0731-82206302��委托法院 ：
0731-85798257
�������工商：0731-89971678

详见人民法院诉讼资产网www.rmfysszc.gov.cn
�������湖南省联合产权交易所网站www.hnaee.com二、拍卖标的自公告之日起在标的所在地现场展示。

三、竞买保证金缴纳时间截止2014年4月16日（不接受现金，以到账为
准）。竞买保证金账户(账户名称：湖南省联合产权交易所司法拍卖保证金

标的
号
1

2

3

4

标的
名称

19栋 102
(实勘 1-B)
25栋 702
(实勘 7-B)
34栋 702
(实勘 7-B)
35栋 701
(实勘 7-A)

产权证号
（栋证）

长房权证开福字
第 00386906号
长房权证开福字
第 00386911号
长房权证开福字
第 00334955号
长房权证开福字
第 00334954号

建筑面积
（㎡）
126.50

293.40

294.50

295.19

设计用
途
住宅

住宅

住宅

住宅

竞买保证
金（万元）

10

20

20

20

评估价 /起拍
价(万元)
73.661

168.4409

169.0725

169.4686

北京时间 3月 25日 23点 ，
HTC在伦敦举办新品发布会，正
式推出旗下ONE系列全新旗舰
手机HTC�One�M8。 在发布当
天，用户即可在不同渠道直接购
买新机，作为国内最大手机渠道

商之一， 国美电器对外宣布，在
全国首发HTC�One�M8�联通版
金色和移动版银色。此外，国美
还与HTC达成了战略合作协议，
双方签署2014年60亿元采购销
售订单。

作为全球知名的手机制造
商，HTC�One系列全新旗舰手机
备受业界及消费者关注，高像素、
3D图像拍摄等新功能必将成为
科技迷新宠。从外观上来说，这款
HTC新机的确在外型设计上与
之前HTC�One有着一些差别，机
身感觉更加轻薄， 而且整机也变

得更加圆润了。 另一个亮点就是摄
像头，HTC�One�M8是一款新的拍
照“神器”———双镜头3D立体相机
（Duo�Camera）， 这是世界上第一
款具有标志性双镜头3D立体相机
的智能手机。

据悉，本次M8发布当天，消费
者即可在各渠道直接购买新机，这

意味着在渠道销售方面，HTC也下
足了功夫。 国内HTC渠道除联通移
动运营商外，以国美、大中和永乐为
代表的全国性大型3C零售商也成为
此次M8新品主要销售渠道。在HTC�
One�M8上市后，消费者即可在国美
门店购买到联通版金色和移动版银
色，成全国首销渠道。

国美全国首发HTC�One�M8��签署60亿元年度订单

… 经济信息

… 行业

业内人士表示，虚拟运营商主
要进行通信业务转售，用的是三大
运营商的基础网络， 操作空间存
疑。近日有消息称，短信业务，虚拟
运营商获得的批发价7分/条， 流量
业务价格120元/GB。转售价格过高
可能导致170号段在资费上吸引力
不足。 ■据21世纪经济报道

资费吸引力不足

… 解读

据记者了解，目前国家有关部
门正在研究消费税新的征收办法，
即将过去从生产厂家征收改为在
消费者购买时征收。简言之就是消
费税征收环节下移， 将消费税变为
地方税。 ■据21世纪经济报道

消费税将从厂家征收
转为购买时征收

19家获牌照的虚拟运营商即
将起跑。近日，记者了解到，持牌虚
拟运营商有望在4月公布各自的资
费方案。“消费者对于手机号和套餐
的选择， 将从3家增加到22家。”业
内专家表示。 ■据北京晨报

虚拟运营商
本月或公布资费标准

… 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