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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国庆折扣季，攒了几个月的数码家电购物需求，可以好好释放一回了。在苏宁，不但有罕见的
低至7折的优惠，还有平时难得“放价”的手机、相机、电脑、家电等产品。拿出带着体温的信用卡，买下期
待已久的那款产品吧。

亿元大单备货、千万资源让利，今天，苏宁吹响“十一”集结号

来苏宁买数码家电“狠”划算
星城，“十一大比武” 进入决战阶段，

趁着高涨的士气， 湖南苏宁乘胜追击，追
加千万资源，9月30日发起团购“总攻战”。

湖南苏宁负责人表示， 国庆期间，来
湖南苏宁的新会员首购套餐劲享低至7折
优惠，还有海量特惠商品任你挑，液晶彩
电、iPad�mini、 三星Note4等套购好礼尽
情送……

全省53店联动
最强家电阵容惠聚苏宁

以旗舰门店领航，湖南苏宁旗下全省
53家门店已同步启动此次国庆特惠行动，
同时线上线下协同、工厂异业协作，启动
全线、全场让利模式。

除全省门店联动，苏宁国庆“全品盛
宴” 还得到百余家电品牌鼎力相助。1个
月前苏宁就与三星、夏普、创维、TCL、美
的、海尔、海信、西门子、志高、大金、老
板、方太等家电厂商进行洽谈，签署数亿
元采购大单， 各大品牌也普遍给予最畅
销的机型货源和价格政策， 拿出一批劲
爆特价机型。

大腕云集的苏宁国庆盛宴，还邀请
到北汽威旺的加盟， 不仅部分汽车会在
万家丽店、麓山店进行展示，还联合推出
“威旺为苏宁会员买单”活动，长沙市区
苏宁门店每日前10名订车的苏宁会员，
北汽威旺将为其报销50%的苏宁门店消
费，最高可达1000元。同时，苏宁为威旺
“加油”———500元加油卡兑换券大派送
等活动也将同步推出。 ■通讯员 邓倩 记者 杨迪

国庆， 历来是各大商
家、卖场大秀看家本领的舞
台， 只为博得消费者青睐。
对此，湖南苏宁表示，针对
国庆市场，苏宁有更凶猛的
优惠释放，势必打造全省业
内最强让利阵地。

“即日起至10月7日，湖
南苏宁打造的国庆全品盛
宴集众多优惠资源于一身，

包括满千元返150元上不封
顶、惊爆特惠机、购物满额
送液晶彩电、iPad�mini、三
星Note4等惊喜好礼。”上述
负责人表示， 活动期间，苏
宁还联合各大厂家郑重承
诺，凡购同型号商品价格如
高于其他同类商场价格或
活动期间促销价格波动，苏
宁将对差价进行双倍补偿。

同时， 针对3C品类，苏
宁也准备了一批爆款特价
商品任你挑。比如iPhone4s
（8G） 惊爆价1996元， 先锋
K88L惊爆价1499元，小米3
惊爆价1499元， 尼康单反
D3200惊爆价2699元，联想
笔记本电脑G50-70惊爆价
2899元，部分数量有限。

狂欢之夜， 当然少不了
惊喜。9月30日， 湖南苏宁准
备了一场力度空前的“超级
团购总动员” 活动回馈消费
者。届时，不仅有百余家电品
牌“组团”让利消费者，而且
苏宁五一广场超级店、 东塘
旗舰店、万家丽旗舰店、麓山
店在20：00-22：00将举行三
档“饕餮之夜大抽奖”活动。

“消费者只需在苏宁门
店购单件商品满500元即可
参与抽奖活动， 届时有机会
将全棉四件套、纪念银箔、液
晶电视等惊喜大礼抽回家。”
上述负责人表示， 更惊喜的
是， 活动期间消费者在苏宁
各门店购空调、彩电、冰箱、
洗衣机、厨卫不同品类3件以
上单品满9999元送32寸液
晶彩电一台； 满19999元赠
iPad�mini一台； 满48999元
送三星Note4一台， 特价机
等不参加。

互动

满500元可抽奖
大奖不停档

数码产品惊爆放价，iPhone4s不到两千；单反、电脑、手机很便宜

苏宁提前让利活动吸引了不少消费者。

津市监狱赵建华遗失一级警督
警官证，警号 4303257，声明作废

定于 2014 年 10 月 17 日 9:58
时在湖南省公共资源拍卖中
心（长沙市韶山北路 112 号天
心电子大厦 6 楼， 电话 0731-
84810918）依法按现状对以下
标的进行第三次公开拍卖，公
告如下：标的 1、长沙市开福区
沿江大道 332 号雅泰花园 1
栋 703 号房产一套， 面积
96.91m2,起拍价 46.16 万元，竞
买保证金 5万元。标的 2、长沙
市开福区伍家岭路 87 号君悦
香邸 8 栋 1705 号房产一套，
面积 176.69m2， 起拍价 105.3
万元，竞买保证金 10万元。 标
的 3、 长沙市岳麓区银杉路 2
号星蓝湾公寓 FG 栋 2901 号
房产一套， 面积 159.58m2，起
拍价 75.36 万元， 竞买保证金
10万元。自公告之日起在标的
所在地现场展示。 竞买人应在
2014 年 10 月 16 日 16 时前
（以到账为准） 将保证金缴存
至如下账户（名称：湖南省公
共资源拍卖中心有限公司，开
户行：中国建设银行湖南省分行营
业部，账号：43001785061052527637），
并凭保证金付款凭证及有效身
份证件到省公共资源拍卖
中心办理竞买登记、签署竞买
协议等手续后， 方可取得竞买
资格。 特别说明： 请诉讼当事
人、担保物权人、优先购买权人
或其他优先权人于拍卖当日持
相关证明材料到场； 如参加竞
买， 应按本公告规定交纳保证
金，办理竞买登记、签署竞买协
议等手续。 咨询联系：
13873276565（刘先生）
15273885858（驻长沙刘女士）
法院监督电话：0738-8261459
娄底市富贵门拍卖有限公司

长沙住房三套第三次拍卖公告

38 岁经商女肤白秀丽善良离无
孩自有工厂房车觅诚实可靠男共
发展贫富不限外省 13043416297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长沙支公司遗失保险兼业代
理 业 务 许 可 证 ， 编 号 :
430121884131750001，组织机
构代码:884131750。 中国人寿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市开
福支公司遗失保险兼业代理
业 务 许 可 证 ， 编 号 :
430105883861073002，组织机
构代码:883861073。 中国人寿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市岳
麓支公司遗失保险兼业代理
业 务 许 可 证 ， 编 号 :
430104883861065002，组织机
构代码:883861065。 中国人寿
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宁乡支公
司遗失保险兼业代理业务许可
证，编号:430124884259252002，组
织机构代码:884259252。 以上
证件结束日期均为 2014 年 1
月 30 日。 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长沙市分公司遗失保险兼业
代 理 业 务 许 可 证 ， 编 号 :
430102183858850001。 中国人
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浏阳支公司
遗失保险兼业代理业务许可证，
编号:430181884222011001， 组织
机构代码:884222011，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公告声明

湖北孝感化工园，地价低，有各
级政府批文，有热能供应，有盐
矿资源，有污水处理厂，已通过
环评、安评。 电话：13807120138

土地招商

大额资金支持企业及各类项目
融资借款，200 万起贷， 利率低
放款快速，轻松解决资金困难！
028-86759888（华汇中融投资）
成都市顺城大街 269 号富力中心 14 层

雄厚资金 全国直投

凭本市身份证当天放款，保密无抵
押（五一广场新世界百货 1301室）
电话：83525860、13657485968

急用借款万
金

各类大小项目借款， 三百万起
贷，地域不限，个人，企业均可手
续 简 单 、 利 率 低 ， 放 款 快 。
咨询电话：028-68807888

金融世家豪丰投资咨
询

1万配资 10万。 13397513388
我出资你炒股炒期货

专业代办大额信用卡下卡快 ，前期无任
何费用：13142239881 代办大额信用卡5-50 万,无前期费

用 13677338159

团队主任 13574846111杨律师
专业刑事辩护团队
律师 调查

5-50万，下卡快，无前
期费用 18574390026办理大额信用卡

付律师13975826245 免费咨询
合同债务婚姻劳资法律顾问

麻将扑克无破绽绝杀 15873180989
顶级高手纯手法代玩

娱 乐 设 备
娱乐之用 严禁赌博

最新扑克分析仪：适合斗牛金花三公
等，庄闲通杀，必赢绝技包教包会
包赢麻将机，可起手好牌，保证自摸

常胜牌技

长沙汽车南站后
面和一大酒店15211117272
实战牌具
低价安装麻将机程序，宽范围扑
克分析仪, 桌上无需放东西，一
对一透视眼镜。 筒子,密码麻将，
白光扑克等。
长沙晚报对面 134 6767 1788

高收空调、厨具、桌椅
办 公 用 品 等13607480245

特价搬家 拆装空调永发84712408
85653588

招聘搬运工

财运来特价搬家 拆装空调
85594898

一定发84478678

A级诚信单位
搬家移空调 招司机搬运工

搬家 回收

招商投资理财咨询
提示：本栏信息不作法律依据，请慎重审核对
方资信产品，切勿盲目经济往来，谨防受骗

有大量纯手工产品外发，寻
有实力单位个人合作，中山
市古镇东岸北路 333号。

工厂直发

www.zsgs28.com
0760-22310060

优质贵酷老窖酒和芒果汁、苹果
醋饮料。 厂家投市场真扶持利润
大。 厂方热线:18374875188 陈总

白酒饮料招各地代理

世纪创投投资
本公司资金实力雄厚， 可为
各类大小项目提供资金帮助
（一千万起）， 轻松解决您的
资金困难，手续简单快捷，全
国直投，项目不限，企业，个
人均可。 代打各类保证金

400-9055-888

大额资金寻优质项目，专业诚信，
快捷。 企业个人项目资金周转
各类项目投资融资（矿产、 房地
产、电站、农牧业、制造加工、交
通、学校、在建工程）区域不限轻
松解决资金困难 028-68000866

弘旺投资贷款

非手术———

一根根“植入式”增发

地址：长沙市芙蓉区五一大道
223号湘域中央 1号楼 911室
www.hayija.com/cs/

非手术， 一根根
“植入式”增发，少
多少，增多少。 可
做小平头，前发际，
往后背头。 女发增
密， 增发遮白发，
物理方法变黑 。

咨询热线：0731-
89831328 89831428

凭此广告 折6.8
补发后

补发前

补
发
前

补
发
后

郑重提示：本栏信息不作法律依据，请慎重核对对方身份、资信，切勿盲目经济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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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洽谈 QQ：2953974391
50元/行起 每行按 13个 6号字计8446480113875895159广告洽谈热线：

郑重提示：本栏信息不作法律依据，交往请慎
重 ， 谨 防 受 骗 ， 切 勿 盲 目 经 济 往 来

联谊 交友

真心成家女 33 岁丧偶多年温柔贤
惠漂亮，自营生意多年收入稳定，
诚觅体健重情男为夫，其它不限，
有孩视亲生 15817458227本人亲谈

速办大中小企业及个人 50-
5000 万 简便快捷。 灵活还贷，
无须担保 13912948013周经理

信用借贷

湘 AVE260刘涛：
因你驾驶车辆从事非法运
营，被我局依法查扣，至今未
来我单位接受处理， 我局已
向你邮寄《行政强制执行决
定书》、《行政强制执行催告
书》， 因信件未收取退回，现
我局向你公告送达， 请你于
公告当日起六十日内到我单
位领取《行政强制执行决定
书》、《行政强制执行催告书》
逾期未来领取，则视为送达。
（地址：长沙市芙蓉区荷花路
7 号， 联系：0731-84694770
联系人：宾文）

长沙市交通行政执法局
2014年 9月 30日

公 告

根据公司股东会议决定，本公
司决定注销。 为保护债权人的
合法权益，请债权人自本公告
登报之日起 45日内，向本公司
清算组以书面形式申报债权。
联系人：李德铭
电话：13708951688

岳阳义聚工贸有限公司

注销公告

湖南春木园林绿化有限公司遗
失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雨
花分局于 2009 年 12 月 30 日核
发工商营业执照副本(2-2)S,注
册号 43011100008176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何金花数学教师资格证遗失，证号:
20124301042000090，声明作废。

根据 2014年 9月 29日湖南省湘
府城市咨询有限公司股东会决
议，本公司拟将注册资本（实收
资本）从 200 万元减至 40 万元，
现予以公告。 为保护本公司
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 自本公
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债权人
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
相应的担保。 本公司联系方式：
15084965892 联系人：韩未名

减少注册资本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