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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嘉华拍卖有限公司
湖南天径拍卖有限公司

2014年4月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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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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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公告如下：

一、标的情况：湖南超越贸易有限公司所有的已被
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查封的10431.14吨钢材（主要为热
卷板与开平板）,详见《湘经典评字（2013）长资000211D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评估价为人民币3431.102832万元，
起拍价2750万元，竞买保证金200万元。

二、 拍卖标的自公告之日起在存放处湖南一力股
份有限公司展示。

三、竞买人应以转账方式将竞买保证金在2014年4
月23日前（以到账为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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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4月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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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受人自拍卖成交

之日起10日内付清全部成交价款。
六、有意竞买者到湖南嘉华拍卖有限公司、湖南天

径拍卖有限公司或省联交所咨询。 联系电话： 谭先生
18108407766，陈女士15307310021。

监督电话： 省高院0731-82206302���委托法院：
0731-85798257��工商：0731-89971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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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117296、
135486711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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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431.14吨钢材（主要为热卷板与开平板）拍卖公告

湖南金烨拍卖有限公司
2014年4月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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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日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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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的1：长沙市芙蓉区杨家山东方之珠商住大厦1112房。房
屋所有权证号：长房权证芙蓉字第00385764号、长房芙蓉共字第
00038078号， 建筑面积154.68m2， 评估价/起拍价为人民币
100.23万元，竞买保证金10万元。

标的2：长沙市开福区湘春路283号（现为330号）1-2层房
产。房屋所有权证号：长房权证开福字第00164563号，建筑面积
100.39�m2，评估价/起拍价为人民币94.74万元，竞买保证金10
万元。

标的3： 长沙市芙蓉区三湘中路恒达花园畅春园3栋102、
202号房。房屋所有权证号：长房权证芙蓉字第00264454号，建
筑面积241.98�m2，共2层,评估价/起拍价为人民币133.57万元，
竞买保证金1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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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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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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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的2带租赁拍卖,租赁合同对买受人无约
束力。

监督电话省高院 0731-82206302�委托法院 0731-85881450�
工商0731-89971678���
�������有意竞买者至湖南金烨拍卖有限公司或省联交所查阅相
关资料，咨询电话：13508477128�张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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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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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卖公告

今年清明小长假的票房之争
相当惨烈， 有人开玩笑说：“最远
的距离是你想看《美国队长》，而
我却在排队买《整容日记》的票。”

这部“小妞电影”的“挺身而
出”，率领华语电影打了场漂亮的
“突围反击战”。

长沙雅美医疗美容医院的工
作人员观影后颇有感触：《整容日
记》告诉我们，只要你够漂亮，就
会得到更多被爱、被尊敬的机会。

曾经在长沙雅美医疗美容医
院做过丰胸整形的张海波， 如今

是湖南省肚皮舞协会会长， 她告
诉记者， 好身材为她争取事业起
到了很大作用， 身边的朋友对她
的身材也都非常羡慕。

她还说：“爱美是女人的天
性， 我的朋友现在唯一考虑的就
是经济情况， 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都非常乐意追求更美的自己。”

当然， 屌丝网友们也大呼从
《整容日记》 看出来的恋爱真相
“伤不起”：不合适就是穷，没感觉
就是丑；一见钟情就是好看，深思
熟虑就是有钱……

由中国医师联合会、 湖南省
医院协会口腔医疗专业委员会主
办的“2014长沙·国际种植牙学术
研讨月” 正式落地长沙美奥口腔
医院， 旨在引进世界高端种植牙
技术、培养种植牙人才，此次学术
研讨月是湖南历史上规模最大、

参会专家规格最高、 参会医生最
多的一次研讨会， 将会有湖南本
地100多名种植牙医生参加学习。

4月7日—13日是海归精英
巡诊周，湖南市民从今天开始，可
拨打89912222预约海归种植牙
专家亲诊，市民还可参加4月13日

美奥口腔医院院长，瑞典、韩国访
问学者赵鑫院长的专题讲座。

种植牙技术源自欧美， 被公
认为是缺牙修复的最好方式，此
次巡诊的专家都是毕业于欧美知
名医学院或是欧美知名口腔医院
访问学者。此次专家团，有操作中
国种植牙数量最多的褚胜利院
长，有瑞典、韩国访问学者赵鑫院

长，还有毕业于美国洛杉矶大学、操
作了湖南首例ALL-ON-4种植手
术的叶宝定主任，此外，还有美国哥
伦比亚大学的吕大鹏教授、 瑞典诺
贝尔种植集团顾问刘靖医生等。

同时，还能享受美奥口腔医院推
出的“三免三送”优惠活动（免挂号费、
免专家诊疗费、免口腔检查费、送术前
全套化验检查、送术后全景X光拍照、

送口腔护理产品一套）， 预约种植牙手
术均可拨打组委会报名电话89912222

学术会专家合影

种牙有保障！海归专家亲诊手术预约开始了！

2014年博鳌亚洲论坛将于4
月8日至11日召开，日前海南省论
坛年会服务保障工作领导小组举
行了第二次综合大演练， 保障餐
饮、交通、住宿等方面，继而提高
代表参会舒适度。

为配合演练工作， 博鳌国宾
馆的热水器供应商———生能空气

能热水器组建了服务保障团队全
程跟踪服务， 着力保障博鳌亚洲
论坛年会的热水供应。

据悉， 本次博鳌亚洲论坛的
主题是“亚洲的新未来：寻找和释
放新的发展动力”，旨在全球经济
不明朗、经济增长放缓、改革红利
逐渐衰竭的大背景下，围绕改革、

创新、可持续发展三大主题，寻找
新一轮改革的切入点和新思路。

为贯彻本年度“改革、创新、
可持续发展”的主题，博鳌国宾馆
在供应商的选择上优选品牌知名
度高、技术过硬、环保、节能的供
应商产品， 而生能空气能热水器
由于迎合本届环保、节能的主题，

脱颖而出成为博鳌国宾馆的热水供
应商。

浙江正理生能热水器董事长黄
道德表示，“十五年以来， 我们专注
于做空气能热水器， 拥有三十多个
专利及全球洗技术、6A技术、 冷盾
技术等多项技术， 这让我们相对其
他品牌而言， 具有得天独厚的技术
优势及产品实力。”

据了解，本次博鳌国宾馆采用生

能KFXRS-90II机组，日供水280吨；自
验收以来，已成功运行近半年。博鳌论
坛期间，安装了生能空气能热水器的博
鳌国宾馆将为来自几十个国家及地区
的1500多名参会代表及500余名媒体
记者提供热水服务。

而今，在即将召开的博鳌亚洲论坛
上，生能空气能热水器再次成为博鳌国
宾馆热水系统供应商，这不仅是产品实
力的见证，更是品牌实力的符号。

博鳌论坛开幕在即，生能空气能热水器启动回访服务计划

… 经济信息

“小妞电影”又火了
你也可以当《整容日记》女一号

白百何果真是
名副其实的“小妞电
影”票房女王啊！

即便是把自己
扮得“连亲妈都认不
出来”，电影《整容日
记》也一举成为清明
小长假档期中，排片
率、每日票房、小长
假总票房最高的华
语电影。

这说明，关注整
容的人还是非常之
多的。

据调查， 超过
70%的人自己或者
身边有人做过整容
手术，其中一半以上
的人整容出发点是
“让自己在工作生活
中变得更自信”。

那不是跟白百
何饰演的郭晶一样
么？所以，你为什么
不可能成为《整容日
记》的女一号呢？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黄利飞 实习生 钟雅洁

《整容日记》爆笑无比，但许
多人只记住了女主角说的这么一
句话：“女人可以一无所有， 只要
有对胸就可以了”。

是不是瞬间恍然大悟终于明
白“事业线”之名的真谛了？

据记者调查， 在70%以上有
过整形经历的消费者中， 做双眼
皮和丰胸项目的人最多， 而几乎
所有的人都认为无论做什么项
目，安全是排在第一位的。

如今拥有傲人身材的张海波
告诉记者，在手术之前，医生也有
跟她说过手术有万分之几的可能
会产生假体排异或者左右不对称
等后果， 自己对手术的风险和隐
患也都做过一定了解， 但是她相
信通过选择正规的医院、 经验丰
富的医生和优质的假体可以一定

程度上减小风险。
在雅美做过丰胸手术后，假

体和身体的契合很快， 并且她没
有产生任何异样的感觉。“现在，
假体已经融为了我身体的一部
分。”

据了解， 长沙雅美医疗美容
医院技术总监肖征刚是中国整形
行业中享有盛誉的十强丰胸大师
之一，他在风靡国际的2C双平面
丰胸技术基础上将手术升级，不
仅手术时间缩短到十五分钟，手
术全程标准化为六步骤， 而且运
用高科技内窥镜技术， 真正做到
假体丰胸“无痕唯美”。

肖征刚教授从事整形美容二
十余年， 每天都有从各地慕名而
来的求美者，只为亲身感受“湖南
丰胸第一人”的高超技术。

变美能得到更多被爱与尊敬的机会

想丰胸？安全排第一

作为 2014中部
地区春季美容美发
化妆产业（长沙）博
览会的官方唯一指
定整形美容演示机
构，雅美医疗美容医
院将为美博会提供
全程技术支持。

即日起至4月24
日，全城火热征集双
眼皮、隆鼻、隆下巴、
丰胸，五官非手术塑
形、美肤祛斑、口腔
种植牙需求的爱美
者，量身定制专属整
形美容计划，实现完
美蜕变。

名额有限，爱美
人士速速报名吧！

美丽热线：
400-881-1144

全城寻找“白百何”，
发现更美的你

互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