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业内人士表示，9.23新政实施后，看房的人与以前相比有所减少。

10月31日晚， 福彩双色球第
2017128期开奖， 红球开出：02、06、
13、22、29、31，蓝球开出：08。当期长沙
市开福区德雅路电影公司127号第
43014410号投注站喜中1注头奖，单
注奖金518万余元。11月2日，彩民熊先
生（化姓）在儿子和好友的陪伴下，来
到省福彩中心领取了这份幸运大奖。

熊先生是广东人，因为工作关系，
在长沙待了几年了。身为一位老彩民，
十多年前他就开始接触福彩了， 但他
并不是每期都买， 也不是固定在同一
家投注站买， 而是空闲时正好路过福
彩投注站，就会去买上几注,把购彩作
为一种休闲和做善事的方式, 从没想
过自己会中双色球一等奖。

说起这次中奖号码的来历，熊先
生表示并没有什么特别意义，只是一
年前，他自选了5注号码，然后每次去
投注站就打这5注号码，红球、蓝球都
没有变过。5注号码中的1注有一次中
了4个红球，他兑了10块钱奖金后，就
继续守剩下的4注号码了。

熊先生第二天经过购彩的投注
站， 发现那里在热闹地宣传中出1
注双色球头奖，才拿出彩票核对。发
现自己中奖后，他打电话给儿子、亲
友，大家都觉得他在开玩笑，直到儿
子拿着彩票自己核对了一次， 才相
信这是真的。

目前，福彩双色球9亿元大派奖
正在进行中，其中，派奖资金4亿元
用于一等奖派奖，每期安排2000万
元设立一等奖特别奖， 由当期采用
复式投注（不包含胆拖投注）的一等
奖按中奖注数均分， 单注派奖奖金
最高限额500万元；5亿元用于六等
奖派奖， 每期对当期采用复式投注
（不包含胆拖）的所有六等奖按每注
5元派送固定奖金。 希望湖南彩民
在派奖期间好运常相随。 ■木子

十年彩龄的
异乡人梦圆湖南

幸运的中奖彩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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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11月9日讯 “历
经3轮调控， 观望者多了，购
房者也明显减少。”谈到“银
十”长沙楼市的平淡收尾，金
星北路某楼盘置业顾问周小
姐显得十分无奈， 她告诉记
者，遇上严格调控，投机者也
纷纷离场， 成交量呈断崖式
下跌。

随着长沙楼市进入“五
限时代”，即便是“银十”，其
收成也成色不足。 据0731地
产研究院数据显示，10月长
沙新建住宅成交仍旧量价齐
跌， 内五区新建商品房住宅
累计网签42.17万㎡，同比下
降80.72%，创近两年新低。而
由于购房门槛提高， 商办市
场则迎来春天， 办公用房成
交 18.44万 ㎡ ， 同 比 增长
26.65%， 商业用房同比增
17.93%。

【住宅】
新建商品房网签降八成

在9.23限购升级后，购
房门槛提高， 住宅产品供应
不足，销量自然也大打折扣。

“项目预计在本月底开
盘， 面积段从97㎡到128㎡
不等， 均价在 6000元 /㎡
-6500元/㎡。现一直进行小
范围诚意登记。 意向客户不
多，就不会摇号选房。”中粮
鸿云置业顾问李先生介绍，
自10月以来， 看房的人锐减
了二成。

“项目现有105㎡、119㎡
户型， 预计均价在1.1万/㎡
-1.2万/㎡， 开盘时间待定。”
问及10月销量， 惠天然·梅岭
国际的置业顾问李女士有些

无奈，“本来这批房源是10月
上架， 但因为预售证姗姗来
迟，近五个月都无住宅可卖。”

据0731地产研究院数
据显示，2017年10月长沙市
内五区新建商品房住宅累计
网签42.17万㎡， 同比下降
80.72%，创最近2年新低；四
县市新建商品房住宅累计网
签 44.11万㎡ ， 同比下降
75.03%，为近1年最低点。

【商用】
量价齐升，成交上涨

住宅市场前进的脚步在
放缓， 而商办市场却是春风
得意，大步流星。

数据最具有说服力，今年
10月， 长沙内五区新建办公
用房成交18.44万㎡ ，同比增
长26.65%， 成交均价 11472
元/㎡ ， 同比上涨37.64%；而
商业用房共成交11.97万㎡，
同比增长17.93.%。

“项目光10月认筹商铺
的就20-30名客户，我们10月
的第一单客户，1人就办了8
张认筹卡。”谈及销量，新华
联梦想城的置业顾问赵先生
有些得意，“限购后， 住宅的
投资需求溢出， 商办市场开
始飘红。 买商铺的基本都是
投资的，购买公寓的则有2/3
是用来投资的。”

值得注意的是， 据长沙
市、 长沙县国土资源网上交
易系统， 以及望城区公共资
源国土网挂系统数据统计，
今年10月， 长沙土地共供应
30�宗，环比上涨294.02%，土
地成交 48宗 ， 环比 上涨
291.42%。

本报11月9日讯 今天，三
湘都市报记者从湖南省商事制
度改革领导小组、湖南省工商局
获悉，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
统（湖南）已正式建成运行。据了
解，该平台为我省企业年报申报
和公示，企业即时信息公示的法
定平台，社会各界通过一次查询
将可全面了解一企业的信用情
况及行政处罚信息。

行政处罚一键可查

据省工商局副局长李沐介
绍，此次上线的企业信用信息公
示系统（湖南）采取全省数据大
集中方式建设，各省、市、县、乡
镇所有政府监管部门均可通过
电子政务外网直接访问公示系
统（湖南）的协同监管平台开展
信息归集、双告知、双随机、联合
惩戒、多证合一等协同业务。

这也意味着， 我省各个企
业的行政处罚等相关信息均将
通过这一系统向社会公开，将
要合作的企业是否运转正常，
想要入职的企业是否受过行政
处罚等信息， 市民均可通过该
平台进行查询。

来自湖南省工商局的统计
信息显示，截至目前，该系统已
累计公示全省市场主体登记、备
案信息635.08万余条，工商部门
一般程序行政处罚信息5.27万
余条， 动产抵押信息1.18万余
条， 股权出质信息1.26万余条

……“系统的上线，既为各级市
场监管部门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和决策提供重要参考， 又增强
了对社会公众的服务功能，促进
了社会诚信体系建设，促使企业
在经营过程中对社会、对交易对
象负责。”李沐表示。

未年报企业主要为私营

数据显示，2013年至2016
年， 分别有27.50万户、39.36万
户、48.06万户、57.17万户企业
通过公示系统（湖南）进行了企
业年报信息公示。截至目前，湖
南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的企业
达15.24万余条，占比 11%。

省工商局企业监管处副处
长胡文彬解释， 企业被列入经
营异常名录后，将在贷款、招投
标、国有土地出让、授予荣誉称
号等方面受到限制和禁入，“按
时进行年报公示是企业正常诚
信经营的体现。”

据李沐介绍，截至2017年6
月， 全省2016年度企业年报应
报企业576746户， 已报企业
508932户，未年报公示的企业
中，私营企业占比高达82.76%。

他表示， 争取在今年11月
底前， 实现工商机关行政处罚
信息公示率100%，依法应当公
示的信息记于企业名下的归集
率达100%，涉企信息归集政府
部门的总覆盖率不低于70%。

■记者 朱蓉

10月长沙新房成交量创近两年新低
数据：商品房住宅成交下滑明显 动态：长沙户籍成年未婚人员可购1套房

公司“靠谱”吗？一查就知
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湖南）上线

“我是本市户口，成年未
婚， 按道理在成家年纪应该
有购房资格，但9.23新政却对
我们造成了误伤。”9日上午，
针对未婚青年购房的来信，
长沙市住建委有了正式答
复：长沙户籍成年未婚人员，
在限购区域内无住房， 与父
母同一户口本且父母在限购
区域内不超过一套住房的，
限购一套商品住房。

按照新政及相关细则，
购房应以家庭（夫妻与未成

年子女）为单位申请购买，未
组建家庭者暂无购房资格。
因此， 长沙市户籍未婚单身
青年必须独立分户或者落户
集体户口才能重新拥有购房
资格，但无房不能立户、长沙
市户籍也不能转入集体户口
中，买房陷入尴尬循环。

而此次对该问题作出明
确回复，也意味着，长沙户籍
单身人士又重新获得了购房
资格。

■记者 卜岚

链接 长沙户籍单身者可购1套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