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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湘潭房价微跌
3月长沙新建住宅均价7004元/平方米，环比下降0.09%

百度糯米
正式落地湖南

■制图/杨诚

春来万物复苏， 但长沙
的楼市并没有迎来它的春
天。4月1日，中国指数研究院
发布百城房价指数，长沙、湘
潭均价环比下降。
业内人士认为， 全国两
会后，楼市陷入深度观望，加
上银行“软性限贷”，短期难
以出现量价齐升的局面，不
过，长期看，人民币持续贬值
以及长沙轨道交通的进一步
完善，后市或能回归强势。

【数据】
长沙、湘潭均价环比下降

百城价格指数显示，
2014年3月，全国100个城市
（新 建） 住 宅 平 均 价 格 为
11002元/平方米， 环比上涨
0.38%，是2012年6月以来连
续第22个月环比上涨， 涨幅
较上月缩小0.16个百分点。
记者观察发现， 从2013
年至今，长沙房价一路上涨，
除 2013年7月 和 今 年 1 月 出
现过房价环比下降外， 其余
月份均上涨。
然而，今年的“金三”成
色不足。3月， 长沙新建住宅
平均价格7004元/平方米，环

比下降0.09% 。另外，湘潭新建住
宅均价4158元/平方米， 环比下
降0.62% ，株洲均价5032元/平
方米，环比上涨0.72%。

【现象】
个别楼盘降价快跑
超 过 1600 万 平 方 米 的 库
存，银行首付利率的调高，加上
对政策走向的不确定，2014年
的楼市走向深度的观望。
中环地产副总经理曾东阳
表示， 目前买方市场占到了主
导，购买力没有得到释放，为了
抢占市场， 开发商想了各种办
法吸引顾客。
个别开发商采取直接降价
的手段，此前，蓝光COCO蜜城
直接降价2000元/平方米，勤诚
达 新 界 2999 元 / 平 方 米 起 ，
3980元/平方米封顶，直接让惠
消费者；除此之外，低首付的方
式吸引顾客的方式比较盛行，
据统计，目前，长沙至少有超过
15个楼盘采取低首付的销售方
式。
曾东阳告诉记者， 为了吸
引消费者， 大部分开发商都是
以让利的方式促销， 价格也是
“明升暗降”， 表面房价没有降

低，但通过买房送车、送车库、
送面积等方式来降低房价。

… 楼市·二手房

【走向】
本月长沙近30楼盘开盘

长沙暂未出现
二手房集中抛售

经历3月楼市的低迷，部分
开发商寄希望于4月刚需能够
释放。据统计，4月份，长沙将有
近30个楼盘开盘迎客。
从项目的区位分布来看，
岳麓区8个，开福区6个。值得注
意的是，天心区和雨花区的8个
项目中，有7个地处南城省府片
区，绝大部分均价在6000元/㎡
至6500元/㎡之间。主力产品是
小户型，目标是刚需。
新环境地产副总经理明
宾 认 为 ，4 月 份 将 继 续 3 月 份
的行情，不管是成交还是价格
都将维持一个稳定，难有大的
增长。
湖南正大行房地产代理公
司总经理任泽认为， 购房者通
常认为5月的房交会将有更多
新盘和优惠推出； 加上目前多
家银行出现的“软性限贷”，都
将影响4月的行情。不过，从长
远来看， 人民币持续贬值以及
长沙轨道交通的进一步完善，
后市或能回归强势。

不动产登记制度的即
将落地，刺激部分地区出现
二手房抛售现象。4月1日，
记者从多家房产中介机构
了解到，长沙暂未出现大面
积抛售现象。
明宾表示，从公司现有
的房源数据上看不出明显
的变化，“抛售” 现象不明
显。
曾东阳认为， 事实上，
从去年开始，陆续有部分客
户在不动产登记制度的刺
激下进行房屋转让，但是该
制度迟迟没有落地，各方陷
入一种观望状态中，有抛售
者，但没有出现大面积的抛
售， 属于正常范围之内，而
且抛售者的优惠幅度也不
大。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肖祖华

小面值刮刮乐频出大奖

千万别小看这2元面值的
网点即开票， 就以为玩起来没
意思，须知“浓缩的才是精华”。
其实，2元面值的刮刮乐中奖率
高、 出奖频繁， 实力可不容小
觑！
茶陵刮出“富贵有余2”头
奖3万元
3月22日下午，茶陵老彩民

…

谭先生在投注站购买3D彩票
时， 店内另一彩民向业主要
了一本100张面值2元的网点
即开票“富贵有余2”在慢慢
地玩。 当这位彩民刮了90张
后，突然有电话急催，于是把
剩下的10张彩票退还给业主
后结账走人。 在旁的谭先生
果断地从口袋里拿出了20元
钱， 向销售员买下了这10张
“富贵有余2”，幸运地刮出了
一个网点即开票“富贵有余
2” 的头奖， 收获奖金30000
元。

岳阳中出“争分夺秒”头奖
5万元
3月25日上午，从岳阳市云
溪区传出喜讯， 幸运彩民赵先
生刮中了“争分夺秒”一等奖5
万元。
赵先生是个80后， 特别钟
情于2元的刮刮乐，每次固定买
5张。
当天他买完双色球之后，
又挑了五张“争分夺秒”开始刮
了起来，当刮到第三张的时候，
兴奋地叫了起来：“中奖啦，中5
万元大奖啦！”

随着4G网络的开放， 移动网
络环境日趋成熟， 移动电子商务、
LBS（基于地理位置的生活服务商
家定位服务） 和O2O模式必将是
未来互联网发展的重要趋势。
2014年第二季度， 百度糯米结缘
竞网科技，正式宣告在湖南市场的
落地，助力湖湘商家全新升级品牌
服务。
据了解，百度糯米网定位于本
地精品生活指南，为网民提供实惠
团购服务，为商家打造精准营销平
台，致力于成为生活服务领域中的
“精品版”。对于商家，百度糯米倾
力助其寻找最热爱尝试的消费者，
保证消费群体的消费能力，以零风
险、低成本的推广合作方式推动商
家的经营效果，从而对商家的利益
进行最大程度的保障。同时，竞网
科技将通过百度糯米团购为本地
生活服务商家打造互联网营销平
台， 延伸其平台价值； 借力百度
LBS战略资源，对其提供基于LBS
生活服务类的精准流量，助其延伸
流量价值；并通过“智营销”系统实
施精准线上营销解决方案，助其建
立服务口碑，延伸其品牌价值。
在LBS领域，百度糯米的优质
团购平台、本地信息可以实现与百
度移动LBS、 百度地图的优势互
补，再加上百度糯米沉淀的大量优
质活跃用户，将有助于更好地为商
家搭建本地化LBS平台，充分发挥
“LBS+O2O” 领域的竞争优势，商
家亦可分享百度系列产品如搜索、
地图在内的流量资源，从而收获精
准消费群体，实现网站与商家的共
赢。同时，竞网科技也将通过提供
专业的LBS咨询、 策划及服务，帮
助本地生活服务类客户运用“智营
销”服务系统完成从被动坐商到主
动行商的转变，成为具备互联网营
销竞争力和行业口碑的商户。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杨田风

慈利又出“富贵有余2”头奖
3万元
3月26日，张家界市福彩中心
兑奖室迎来了一位慈利县90后美
女,她是这次“富贵有余2”大奖的
获得者。25日，她小试手气，刮开
一张“富贵有余2”时，“鱼儿”就跳
了出来，30000元大奖呈现眼前。
■庶民 龚菲菲 于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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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宁互联：中国虚拟运营商第一批用户诞生
近日，笔者从苏宁互联获悉，
苏宁互联已开始首波友好用户测
试， 中国虚拟运营商第一批用户
已经诞生。 这是国内虚拟运营商
的首次放号， 不仅引起行业内广
泛关注， 更是对国内移动通信转
售业务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苏宁互联小范围友好性放号
据了解， 苏宁互联此次放号
并非全面铺开， 而是小范围的友
好性放号， 号码数量只有120个，
放号对象主要是一直关心支持苏
宁互联的各界人士， 如前期招募
的会员粉丝、苏宁内部员工、合作

供应商、行业内权威人士、媒体记
者等。
据苏宁互联相关负责人介绍，
苏宁互联首批号码之所以选择小
范围发放，是因为考虑到此次为国
内虚拟运营商首次放号，在号码发
放、服务流程、资费套餐等多种业务
方面可能存在需要完善的地方，苏
宁互联将根据此次用户反馈进一
步优化整个业务流程，为后期大范

围放号做好准备工作。
普通用户玩游戏可获资格
如果普通用户也想参与测试，
可登录苏宁易购手机客户端， 通过
苏宁互联推出的“打喵喵”小游戏获
取测试资格。虽然，此次苏宁互联只
是小范围的友好测试性放号， 但为
增加普通消费者的参与热情和对苏
宁移动转售业务的了解， 苏宁互联
设计推出在苏宁易购手机客户端的

“打喵喵”小游戏，消费者通过玩小游
戏得积分即有机会获得新号码的测
试资格。
苏宁互联在线上线下资源、人才
团队、品牌、服务等方面都具有较大
优势。2014年，苏宁互联将有计划地
开展各项工作，按照现在的进度和模
式，谁能提供最专业的服务、最全面
的销售、 最通畅的渠道去吸引客户，
谁就占得先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