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场

进入12月， 为在岁末市
场分得一杯羹， 长沙各大房
企纷纷亮出底价牌， 万科地
产八盘联动， 团购最高减10
万元，每周七天送礼不重样，
恒大、 保利等品牌房企也给
出最大让利， 对于有购房计
划的置业者来说， 趁着政策
利好、开发商开启促销攻势，
已经是可以敞开“钱袋子”的
最好时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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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声楼市A23

蓉金汇投资
自有资金寻项目合作， 矿产
地产在建工程电站林养殖投
资诚信快捷。 028-87625560

本公司资金实力雄厚， 寻求
各类项目投资或合作， 解决
您的资金难题。（高薪诚聘各
地 代 理 ）025 -66924731、
13357802817、18651862575
南京市南瑞路 79号

建信兴业资本 搬家 回收

特价搬家 拆装空调永发84712408
85653588

一定发84478678

A级诚信单位
搬家移空调 招司机搬运工

高收空调、厨具、桌椅
办 公 用 品 等13607480245

财运来特价搬家 拆装空调
85594898

合法高利生意，诚求资金合作
共赢，有资产担保本利安全，
法律公证快速发财。 15173144307

快富发财机遇

大额资金全国直投，企业及个人
融资借款（房开、工程、矿业、能
源、牧林、餐饮等优质项目）。200
万起贷，区域不限，手续简便，利
率低 代缴工程保证金、 土地出
让金。 详询：028-68000098

正大恒兴投资

★大额资金寻项目诚信合作、各
型企业、 商户实体★项目借款直
投矿业、交通、林业、农业、酒店、
地产业(在建、扩建、新建工程)各
类项目投资。 24 小时在线电话
028-84444405 地址:成都市
锦江区东大街 100号 A座 19层

四川汇雁全国直投
项目借款

诚信快捷 聘商务代表

额度高，下卡快。
详情：18674863325专业代办信用卡

办理 10-100万信用卡,
下卡快 15673140142无抵押低息贷款

下卡前无费用
咨询电话 13017193973诚信代办信用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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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余人
的专业团队，为阁下的项目保
驾护航。 代打各类保证金

400-9055-888

蓉金汇投资
自有资金寻项目合作， 矿产
地产在建工程电站林养殖投
资诚信快捷。 028-87625560

任意普通麻将,不偷不换,想变
就变,把把自摸,批万能程序,透
视眼镜,扑克筒子分析仪,教实
战牌技、可送货上门。 长沙火车站万怡
酒店 2楼 8231房

万变麻将

13787310502

1万配资 10万。 13397513388
我出资你炒股炒期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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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炒股、我垫资
按天数计息，有用才算 842579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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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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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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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武广东黄兴镇政府旁，多层厂房
招租，酒店足浴、KTV 等项目招
商。 13908459448，18570369811

厂房招租宾馆招商 办理 5-50万信用卡13677338159
下卡快，无前期费用

娱 乐 设 备
娱乐之用 严禁赌博

扑克麻将必赢
低价销售扑克分析仪，程序麻
将系列产品及传授手法，万家
丽路浏阳河畔 13327311888

代办信用卡10-50W下卡快无前期
费用 13875816766

自有大额资金全国直投、可
合作项目低息快捷、无抵押、
非诚勿扰（诚征代理）倡珉

大额直投●贷款

18623080456

咨
询

重庆市渝中区

前期无任何费用，下
卡快 13974947366代办 5-50万信用卡

本公司资金实力雄厚， 寻求
各类项目投资或合作， 解决
您的资金难题。（高薪诚聘各
地 代 理 ）025 -66924731、
13357802817、18651862575
南京市南瑞路 79号

建信兴业资本

代办大额信用卡额度高，下卡后
收费 18374989968

������中国喜宴用酒首选品牌———女儿红白酒，针对湖南
市场隆重推出府上臻藏新品系列。新品结合中国传统姓
氏文化，以尊享定制的个性化来分享百姓人家的喜宴市
场、私企团购的巨大蛋糕。全新的营销模式、精确的市场
定位、赠车、业务培训、广告公益活动。 低门槛、高收益、
特别适合创业路上的您来共同分享财富，诚征全省县市
级以上总经销商。 另聘业务经理数名。

女儿红·府上臻藏邀您共享财富

网址：http://www.chinanverhong.com
咨询热线：400-994-1199 / 15074122523（苏）

最新普通扑克分析仪： 可分析
任何普通扑克，适合全国玩法。
扑克麻将化学原料： 普通扑克
神奇变牌，不偷不换一摸即变

◆百胜牌具◆

15974277277五一新干线
www.15575978880.com

付律师13975826245 免费咨询
合同债务婚姻劳资法律顾问

律师 调查无抵押低息贷款凭身份证办理，下款快，
办理信用卡 13036797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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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系电话：400-088-7879

批发纱窗，晾衣架

寻找目击者
2013 年 10 月
20 日凌晨三
点左右，有谁
在长沙天 玺
大酒店（摩天
轮旁） 附近，
见过这位 小
姐， 请速与我
们联系。 电话：
13874800878
联系人：彭先生专业代办白金信用卡10-100万，前期无费用，

下 卡 快 18684789385

公告声明

广州侨银环保技术有限公司安
乡分公司，注册号 4307210000
21423，负责人：韩选举 ，经登
记机关核准登记注册，予以公告。

开业公告

◆安乡天旺摩托车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号 430721000007484，经登
记机关核准，公司名称变更为：
安乡县天旺汽摩销售有限公司，
公司地址变更为：湖南省安乡县
深柳镇书院洲社区浙江路汽摩城
17栋，特此公告。

变更公告

◆湖南积家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安
乡分公司，注册号 430721000
009523，经登记机关核准 ，负
责人变更为：吴喜来，特此公告。

经长沙市固泰汽车配件有限公
司股东会决议注销，请各债权
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四十五
日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地址：长沙市芙蓉区远大一路 486 号
联系人：王克安 电话：17708432860

注销公告

湖南明郡置业发展有限公司遗
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雨花
分局 2014年 10月 24日发的
注册号为 430000000057249的
营业执照副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屈怡，431202197611010440
身份证遗失，声明作废。

湖南健地农业有限公司原法人
代表陈剑因私章遗失，在长沙
市农大支行预留湖南健地农业
有限公司账户（180367010400
01753）印鉴卡，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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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声在线同步发布报纸发行全省 网上发布全国 一个电话 立刻上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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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月1日起，受强冷空气
影响，长沙刮起偏北大风，最
低气温降至5℃以下。

一夜北风起， 长沙的冬
天已经来临。 与骤降的寒冷
气温相比， 土地市场迎来久
违的推地热， 开发商在“平
价”前提下开启加速模式，长
沙楼市12月将持续以“跑量”
状态收官。

土地集中供应

7月份，长沙市内五区基
准地价调整， 走高的基准地
价直接影响了土地市场。

与2013年“高烧”的土
地市场成反比， 截止至11
月， 长沙市内六区共成交土
地77宗， 其中，6月仅成交3
宗，11月的成交总金额更是

环比下跌94%。
抑久必扬，12月土地供

应数量迎来了今年罕见的小
高潮。 据长沙市国土资源网
上交易系统显示，长沙市12
月份一共有18宗土地挂牌
出让， 入市土地宗数达到今
年最高值，12月挂牌出让地
块总起始价逾47.92亿元，环
比上涨164%。

“土地集中供应在于政
府财政压力。”利海米兰春天
营销总监李经成认为， 土地
供应短期内不会对市场产生
实质影响， 因为目前开发商
面对的主要问题是缓解资金
压力和加速市场去化。

进入11月，各地地王频
出， 针对岁末一线城市出现
拿地热，李经成表示，一线城
市土地供应量有限， 而客观

需求存在， 年底拿地是最佳
时机， 但这种拿地热暂时不
会反映到长沙， 开放商的拿
地节奏尚趋理性。

“平价跑量”仍是市场主流

中国指数研究院的数据
显示，2014年11月，全国100
个 城 市 新 建 住 宅 均 价 为
10589元/平方米， 环比下跌
0.38%，为连续第7个月下跌，
跌幅缩小0.02个百分点。从
涨跌城市个数看，76个城市
环比下跌， 下跌的城市数量
较上月增加3个，其中跌幅在
1%以上的有37个。 其中，长
沙11月份新建住宅均价为
6421元/平方米， 环比下跌
0.8%。

可以看到， 在一系列利

好政策的促进下， 成交量逐
步回暖， 住宅价格降幅继续
收窄，但未能扭转11月房价
的下跌趋势。

协信长沙公司营销总监
杨鳌表示， 目前长沙尚处于
去化过程， 除了部分跑量速
度快的项目外， 大部分项目
不存在涨价可能，整体来说，
平价跑量仍是市场主旋律。

根据长沙市房产研究中
心数据， 近三年长沙内六区
已取得批准预售证且未销售
的 新 建 商 品 房 套 数 为
167800套。其中住宅123107
套，占71.06%。一方面是高
企的库存，一方面是12月新
房市场逾30个项目扎堆入
市， 可以预见，12月份的长
沙楼市或将迎来成交高峰。

■实习记者 向竹筠

12月新推18宗土地，新房市场逾30个项目扎堆入市

岁末，长沙土地新房双双“跑量”
根据长沙市房产研究中心公布的数据显

示，上周（11.23-11.29）长沙内六区新房住宅
网签均价为6100元/平方米， 环比上涨2.4%，
延续上涨势头，11月首次突破“6字头”。

新建商品房网签2596套， 环比增长
8.3%；其中住宅网签2187套，环比增长9.9%。
网签量走势趋好，11月的各周网签量一直徘
徊在两千多套。

11月以“价量齐升”收尾，公积金贷款细
则、央行降息，政策利好成效显现在上周的
数据上，另外，为冲刺年关，开发商开始加速
“跑量”。 ■实习记者 向竹筠 通讯员 周阿礼

上周（11.23-11.29）长沙市一共有三宗
土地挂牌出让，规划用途均为工业用地。

其中两宗土地位于高新区，挂牌起始价
分别为9363万元、9716万元。值得注意的是，
两宗土地均有很高的交易条件， 在建筑设
计、建筑物方向布置等方面给出了限制。

另一宗位于天心区新路村， 挂牌起始价
为2458万元。

数据：上周均价破“6”

土地：上周放量三宗
建筑工人正在进行紧张施工。12月土地、新房齐“跑量”。 通讯员 李茁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