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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出来访礼、成交礼、点赞礼，真金白银打折、特价房限时秒杀……

“银十”开局，这个黄金周楼市有惊喜

关
注
开
发
商
黄

金
周
让
利
促
销

节前氛围浓厚
来访量也翻了两番

9月28日，在位于岳麓区的碧
桂园智慧城市， 置业顾问刘帅正
忙着接待客户，“这个上叠别墅带
入户花园，赠送面积有一百多平方
米， 价格约为15000元/平方米。项
目预计10月2日开盘，临近‘十一’，
这两天看房的就有200-300人。”

今年是刘帅进入地产行业的
第二年，对于“双节”他很是期待，
“去年我做分销时，‘十一’期间就
卖出了8套。 今年应该会更好，中
秋、国庆在一起，看房的人至少要
上涨2-3倍。”

同样，带着对于“十一”的期待，
福天星中心的置业顾问韩先生也在
不断“加码”，从9月26日开始，连着
两天从早上8点忙到了凌晨2点。

“为了提前预热， 从9月27日
起，项目就推出了特价购房活动。
目前还有三十多套， 其中，120平
方米的还剩1套，由12800元/平方
米下调到10000元/平方米，145
平方米的户型由11800元/平方米
下调到8388元/平方米，价格特别
诱人，看房的人数也翻了两番。”

临近双节， 成交量也在明显
上升。据湖南中原地产数据显示，
从 供 应 来 看 ，9 月 第 四 周
（9.20-26） 长沙内五区共计26项
目拿证，总计供应83万方，住宅占
比65%；从成交上看，长沙内五区

一手住宅成交1633套， 成交面积
20.64万方， 环比分别上涨29%、
28%。

备战双节
开发商花式营销“求关注”

从今年3月开始，从事文化行
业的叶婷就已经开始看房，“我和
男朋友准备今年10月领证， 想在
开福北买一套小三居。” 叶婷说，
当时想着“十一”可能有活动，就
等到了现在，“这两天在网上看了
看之前中意的房子， 发现竟然在
打折了。”

9月28日， 记者走访发现，作
为重要的销售节点，“双节” 期间
房企纷纷铆足了劲， 推出各式吸
睛的购房优惠。

来访礼、 成交礼、 点赞礼等
等，不少楼盘抓住国庆主题，举办
了与节日相关的活动。 中交建发
松雅苑开启成交客户送电视机活
动， 金地艺境则推出了海量美食
免费吃活动，阳光城·檀府则推出
了手工制作冰皮月饼的活动。

同时，为“抢滩”黄金周，长沙
一些楼盘也在真金白银的打折。
“十一”期间，万科将推出五项硬核
优惠，每天推出10套钜惠房源，最
低价格8字头起；恒大更是即将开
启金九银十限时特惠，恒大半山悦
府少量95-136平方米毛坯住宅，
每日推出3套特价房限时秒杀……

本报9月29日讯 记者今
日从湖南省人民政府新闻办
公室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
悉，首届湖南(岳阳)口岸经贸
博览会定于2020年10月29日
至30日在岳阳市举行。举办以
“口岸”为主题的经贸博览会，
在湖南是第一次，在全国由省
级层面来举办也属首次。

首届湖南(岳阳)口岸经贸
博览会，将重点举办口岸发展
系列论坛、 口岸商品展览展
销、口岸经贸招商推介会等三
大活动。

其中，开幕式暨综合论坛
将于10月29日上午在岳阳市
城陵矶新港区通关服务中心
举行， 届时将邀请十余位口
岸、物流、金融方面的领导专

家发表主旨演讲。
10月29日下午，大会将组

织举办三场专题论坛，分别就
长江水运口岸、 国际航空货
运、中欧班列进行专题研讨。

投资贸易招商推介会暨
重大项目签约仪式也将于10
月29日下午举行，将有一批口
岸经贸合作重点项目、进出口
商品购销合同集中签约。目
前，岳阳市已收集10个拟签约
项目，总投资约54亿元。

口岸商品展览展销共规
划4个展区，展览面积1万平方
米， 分别为口岸形象展区、口
岸商品展区、名优特产品展区
以及知名物流企业展区，将有
省内外300多家企业参展。

■记者 潘显璇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人民
法 院（2020）湘 0102 执 恢 585
号之十三的协助执行通知书，
【原查封案号（2016）湘 0102 执
2865 号】将登记在湖南庄园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下位于长
沙市双河路 112 号双河湾公寓
1 栋 2507 号房屋、产权证号为
715110611 号的房屋所有权证与
他项权证编号为：515037804 号
上的 2507 房一并登报公告作废。

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

遗失声明
湖南章氏木业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为 91430121MA4
R6N4428）遗失单位公章和发
票章各一枚，特此声明作废。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人民
法院（2020）湘 0102 执 1799 号
之一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
登记在何志高名下位于长沙市
雨花区水乡路 69 号湘水雅郡 1
栋 1201 号房屋的所有权及相应
的土地使用权转移登记至买受
人林光强名下；将产权证号为
20180418083 号的房屋不动产
权 证 与 编 号 为 ：20180407878
号的他项权证一并公告作废。

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

为确保长郴管道安全运营，保
证长沙高新区和地铁顺利实施，
现对长郴管道长沙市高新区段
成品油管道进行迁改， 管线路
由主要沿黄桥大道东侧绿化带
铺设，新建管线长约 11.973km，
涉及 5.62km 定向钻穿越，新建
手动截断阀室 1 座， 同时处理
旧输油管道 9.79km。 本项目环
评报告征求意见稿及公众参与
意见表在环评爱好者网上进行
了发布，敬请关注，任何有环保
利害关系的个人及团体可在本
公告之日起十个工作日内向建
设单位及环评单位提出对该项
目环保方面的意见或建议，如
需查看环评纸质文本， 可与建
设单位或环评单位联系取得。
建设单位： 中国石化销售股份
有限公司华中分公司
袁主任 0731-88962691
环评单位：核工业二三○研究所
赵工 13975121750

长郴管道长沙市高新区段整
体迁改工程环评信息公示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人民
法院（2020）湘 0102 执 5725 号
之一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登
记在被执行人胡蓉蓉、曾建斌
名下的位于长沙市天心区新韶
东路 498 号湘府华城南 1 栋 1001
号房、不动产权证号为：7121
77115、712177100 号的房屋不
动产权证与该房屋编号为:20
180371754 他项权证和长国用
（2013）第 031975 号国土证一
并登报公告作废。

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

公 告
兴业银行大厦全体业主：

我司开发的陆都小区综合
大楼项目（现更名为：兴业银行
大厦）共计建筑面积 108574.33
平方米，其中地上建筑面积 97
465.52 平方米， 地下建筑面积
11108.81 平方米。 兴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购买了本
栋 101、202、701-1601 号房产，共
计建筑面积 22666.19 平方米，
根据我司前期与兴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长沙分行签订的购买
协议， 其拟购买本栋负二楼整
层产权车位，共计 48 个，以满
足其使用需求。 具体车位及购
买价格如下：

本公告即日起 30 天内，如本栋
其他业主有车位购买需求请前
往： 陆都小区湖南商会大厦西
塔 27 楼湖南建鸿达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咨询， 联系电话：
82882888；如无购买需求，我公

-203（168000 元）、-204（168000 元）、
-205（168000 元）、-206（168000 元）、
-207（168000 元）、-208（168000 元）、
-209（168000.元）、-210（168000 元）、
-211（168000 元）、-212（168000 元）、
-213（168000 元）、-214（168000 元）、
-215（168000 元）、-216（168000 元）、
-217（168000 元）、-218（168000 元）、
-219（168000 元）、-220（168000 元）、
-221（168000 元）、-222（168000 元）、
-223（168000 元）、-224（168000 元）、
-225（168000 元）、-226（168000 元）、
-227（168000 元）、-228（168000 元）、
-229（168000 元）、-230（168000 元）、
-231（168000 元）、-232（168000 元）、
-233（168000 元）、-234（168000 元）、
-235（168000 元）、-236（168000 元）、
-237（168000 元）、-238（168000 元）、
-239（168000 元）、-240（168000 元）、
-241（168000 元）、-242（168000 元）、
-243（168000 元）、-244（168000 元）、
-245（168000 元）、-246（168000 元）、
-247（168000 元）、-248（168000 元）、
-249（168000 元）、-250（168000 元）。

60元/行 执行官方格式，每行最多排 13个 6号字，标题至少占两行

鼎极便民信息
13875895159经办热线

微信办理

郑重提示：登报用报须谨慎，确认资信勿盲目

本报分类信息由长沙鼎极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独家总代理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浏阳市人民法院
（2020）湘 0181 执 3210 号的协助
执行通知书，现将登记在被执
行人唐来原名下坐落于长沙市
雨花区时代阳光大道 330 号博
长山水佳园 13 栋 1202 号住宅、
转移登记至陈香秀的名下，将
产权证号为：20190168942 号
的房屋不动产权证与该房屋编
号为：20190150257 号的他项
权证一并登报公告作废。

浏阳市人民法院

减资公告
湖南百利恒商务服务有限公司
经股东决议将注册资本由原 1000
万元整减少至 200 万元整。 请债
权人见报后 45 日内，向本公司
申报债权。 联系人:罗荣菊，
电话: 13755000638

遗失声明
衡阳汇创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91430400MA4PMMU59B）
遗失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
法院（2020）湘 0111 执 2574 号
之二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
被执行人王定名下的坐落于长
沙市雨花区湘银巷 21-1 号高城
金源公寓 2509 号的房屋、产权
证号为 20200083548 号的房屋
不动产权证登报公告作废。

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

减资公告
湖南声伯尔文化艺术发展有限
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1053385146156） 经全体
股东会决议，将本公司注册资本由
1000 万元人民币减至 200 万
元人民币。 债权人自本公告刊
登之日起 45 日内，有权要求本
公司清偿债务，特此公告。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人民
法院（2020）湘 0112 执 1733 号
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登记
在被执行人曹峻名下的位于长
沙市开福区万家丽北路一段 6
99 号恒大雅苑 61 栋 2002 号的
房屋过户至买受人陈露的名下、
将原产权证号为：20180293481
号的房屋不动产权证与该房屋
编号为：516017698 号的他项
权证一并登报公告作废。

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法院

遗失声明
湖南华银绿色生态科技有限公
司遗失由湘潭市雨湖区市场监
督管理局 2019年 11月 20 日核
发的食品经营许可证正本，编号
为 JY24303020319195；声明作废。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人民
法院（2020）湘 0102 执恢 766
号之一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
将登记在被执行人邓敏名下的
位于长沙市雨花区圭塘路 228
号郎峰苑 8 栋 1106 号房屋、产
权证号为：715240226 号的房
屋所有权证与该房屋编号为：
长 国 用（2016）第 016472 号
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及该房
屋编号为：20180318037 号的
他项权证一并登报公告作废。

长沙市芙蓉区人民法院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天心区人民
法院（2020）湘 0103 执恢 232
号之一协助执行通知书， 现将
登记在被执行人朱正检名下位
于长沙市望城坡经济开发区四
片 6 栋 1106 号房的编号为：长
国用（2009）第 011744 号国土
证登报公告作废。

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法院

遗失声明
岳阳润庭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不慎遗失行政公章、 财务公章
各一枚，特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省中青旅国际旅行社有限
公司遗失收据本：0025351-
0025440；0029551-0029610；
0029641-0029730；声明作废。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
法院（2019）湘 0111执 4719 号
的协助执行通知书，现将登记
在被执行人刘红丹名下位于长
沙市开福区洪山路 188 号藏珑
湖上国际花园 2-7 栋 1803 号
房屋、产权证号为：712186631
号的房屋所有权证与该房屋编
号为长国用（2014）第 053477
号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及该房
屋编号为：20180181311 号的
他项权证一并登报公告作废。

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

作废公告
依据湖南省长沙市望城区人民
法院（2020）湘 0112 执 2014 号
的协助执行通知书，将登记在
被执行人李屹名下位于长沙市
望城坡阳明山庄 11栋 103 室的
房产 、产权证号为 716081522
号的房屋所有权证与该房屋编
号为长国用（2003）第 026825
号的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及该房
屋编号为 20170281006 号的他
项权证一并登报公告作废。

长沙市望城区人民法院

遗失声明
肖智清（430103196102251532）
遗失位于长沙市雨花区韶山中
路 376 号综合楼 605 号房他项
权证，房他权证号码 00176773，
声明作废。

司将按前期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长沙分行签订的买卖协议办
理以上 48 个车位不动产权证至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
名下。 特此公告！
湖南建鸿达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20 年 9月 30 日

“八天假期， 正好有时间看看房。”9月28日， 市民陈先生
说，再过两年，自己的女儿就要上小学了，打算趁着“十一”假期
去看看学区房，“小区没有合适的学区，不得不换房。”

又到了“金九银十”购房旺季，面对双节来临，各大房企纷
纷发力冲刺，掀起下半年购房热潮。业内人士指出，近期促销
阵营扩大，部分楼盘已经出现小幅降价，预计“十一”期间到访
量也将上涨2-3倍。 ■记者 卜岚 通讯员 蒋沐晨

9 月 28
日， 市民在
中交建发松
雅 苑 咨 询

“十一”购房
优惠。
记者卜岚 摄

双节即将来临，房企将如何表
现，成交量是否会迎来新的机遇？

“活动营销成为了房企越来越
青睐的销售手段，与营销活动相匹
配的，就是价格优惠政策。”业内人
士指出，因为疫情，跨省性旅游将
明显减少，无疑会拉动售楼处的看
房量，预计来访量也将上涨2-3倍。
同时， 房企让利动作不断增加，也
会刺激购房需求快速释放。

湖南中原地产总经理胡治钢
认为， 新房市场商品住宅供应大
幅放量，截至今日已破110万方，有
望达到今年最高值。 但成交相对
不及，供过于求大局基本已定；据
目前9月监控已有46个项目有推
盘动作，“蓄客依旧是难题， 建议
后期各项目应双管齐下，多渠道+
重营销，积极抢占有效客户，抓住
‘十一’黄金周成交热潮。”

让利促销，拉动购房快速释放 拟签约10个项目，总投资54亿元
湖南将首次举办口岸经贸博览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