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十一期间，在华润凯旋门营销中心，有不少客户在咨询购房事宜。 记者 卜岚 摄

国庆期间，长沙多个楼盘销售破亿元 内五区商品住宅成交1208套

10月长沙70余盘推新，上万套房可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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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出租
长沙市人民中路地质中学旁有
两室一厅房子出租， 精装修，家
电家俱齐全，交通方便，可停车。
联系人：张先生
联系电话：13875869988

我公司为三湘都市报分类广告
的独家总代理，拟在全省范围内
招设分类广告代办点， 有资质、
有诚信、有资源、有经验的团队
赶紧联系哦。 联系电话：
0731-84464801
13875869988（张）
QQ：602058576

广告代办点招商鼎极便民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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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鼎极文化独家总代理省级媒体 权威有效 公 告
2021 年 08 月 26 日，长沙县烟
草专卖局联合公安部门在长沙
县机场高速榔梨收费站对牌号
为湘 AY9P90 的车辆进行检
查， 查获一批涉嫌无烟草专卖
品准运证运输的烟草专卖品，
包括“玉溪（软）”、“庐山（新）”、
“天子（金）”等 15 个品种共计
784 条， 我局依法予以先行登
记保存（先行登记保存通知书
号码：0004509）。
请上述涉案物主于本公告发布
之日起六十日内， 到我局（地
址： 湖南省长沙县板仓路 37
号，联系电话：0731-84011752）
接受调查处理。 若逾期不接受
调查处理，我局将依据《湖南省
烟草专卖管理办法》 第二十条
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依法对
涉案烟草专卖品作出处理。

长沙县烟草专卖局

声 明
湖南君华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3010
5320623127G)因公司公章变
形，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交职驾
驶员培训学校（统一社会信用
代 码 ：914301001838568632）
经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党委
会决议：从即日起决议注销。
请各债权人自本公告登报之日
起 45 日内向本驾校清算组申报
债权。 联系人：陈镔，13808477820
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交职驾
驶员培训学校

2021年 10月 12日

◆欧阳娟芳遗失备案名步步高
星城商业中心，推广名长房星城
天地项目住宅 1 栋 3303 号房购
房发票两张，发票号码 085487
67，金额 747727 元。 发票号码
15447713， 金额 899028 元 ， 代
收费收款收据一张，收据票号
04001361，金额 360 元，声明作废

◆肖锦杰遗失 C1 驾驶证，证号：
43250319961205801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衡山县开云农业有限公司，法
定代表人袁迪仁，衡山县市场
监督管理局 2011 年 10 月 19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 副本，
注册号：430423000007413，已
遗失，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衡山县开云农业有限公司经股
东会决议注销， 请各债权人自
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曰内向
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
人：杨俊 电话：13047241623

遗失声明
长沙逸凡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 (914301
21325627100R)遗失公章一枚，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衡阳市昱安物业有限公司遗
失公章、财务专用章、发票专
用章、法人私章，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安乡县姨妹子乡菜馆遗失税控
盘，号码 889905793147，声明作废。

减资公告
邵阳市绿色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经股东会决议向企业登记机关
减少注册资本，由原来资本 20
万元人民币减至 10 万元人民币。
请有关债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
日起 45 日内，债权人有权要求
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担保。
联系人:刘雄，电话 15007473179

◆马其平遗失湖南开放大学（原
湖南广播电视大学） 毕业证书，
证号：8906270，声明作废。

这个国庆气温走高，不少项目
也收获颇丰。

“国庆7天项目热卖1.5个亿，
销售了90余套房源。”华润凯旋门
的相关负责人介绍，项目十一期间
开启了特惠加暖场的活动，有来访
礼、成交礼、老友礼，还有一口价特
惠房源等等促销活动，因此也吸引
了一大波客流，即使在晚上也有客
户在看房。

部分楼盘的销售成绩十分亮
眼，如，轨道万科悦府实现了部分户
型首开售罄。“项目这次推出了196
套115-170㎡产品， 首开去化约9
成，其中115㎡户型开盘即售罄。”在
轨道万科悦府置业顾问李女士看
来， 国庆假期很充实，“卖了173套，
去化率88%，成绩相当不错了。”

火力全开，从业绩来看，国庆
期间有不少项目销售破亿元。据
悉，旭辉湖南在售项目国庆7天吸
引逾1.4万人次到访， 总成交362
套，总销售金额达到5.8亿。位于麓
谷谷山板块的阳光城溪山悦国庆
7天来访近1000批，成交约102套，
销售金额突破1.5亿。

不过也有不少项目门前冷落。
比如在国庆期间推新的园康云顶
苑，去化率就不到一半。

据湖南克而瑞数据显示，国庆
假期，长沙内五区商品住宅供应为
零，成交面积约16.19万方，同比下
跌27.6%， 成交均价约13644元
/m2，同比上涨14.9%。截至10月7
日止， 商品住宅库存约472万方，
去化周期为5.4个月。

本报10月11日讯 品
尝客家美食、 欣赏非遗表
演、研学非遗技艺、体验农
耕文化……今天上午，记者
从湖南省文化和旅游厅、长
沙市政府主办的新闻通气
会上获悉，2021年湖南省
（秋季） 乡村文化旅游节暨
湘鄂赣首届客家文化旅游
节将于10月15日在浏阳市
张坊镇举办。

助力旅游业全面发展

本届乡村文化旅游节
以“锦绣潇湘·诗画浏阳”为
主题，将集中展示浏阳秀美
风光、历史人文、客家民俗、
特色产业及湘鄂赣三省厚
重的红色文化。 计划以
“1+2”的形式展开，即乡村
文化旅游节开幕式主会场
活动，“客家美食和非遗表
演”“非遗研学和农耕体验”
两大分会场活动。

开幕式上，长沙市金牌
导游将发布2021年湘鄂赣
精品旅游路线；湘鄂赣29县
（市、 区） 代表将共同发布
《湘鄂赣文旅产业区域合作
浏阳宣言》； 湘鄂赣主持团

牵手亮相，三省民歌歌手同
台上演特色歌曲串烧；旅游
行业专家将与西溪磐石大
峡谷景区代表共同探讨《乡
村振兴的“浏阳”样板》；还
将举行“携手一园四镇、助
力乡村振兴”旅游惠民政策
签约仪式，助力旅游业的全
面发展等。

游客可了解非遗知识

据悉，“客家美食和非
遗表演”分会场，游客朋友
将目睹由188道菜品“绘制”
的壮美浏阳画卷和世界最
大盘蒸菜；在宛若雄伟游龙
的“百家宴”上品尝“张坊客
家十大碗”； 欣赏青面狮表
演、浏阳王家拳、南乡舞狮、
南乡武术、花鼓戏、浏阳传
统架子龙、陈氏五雷拳等浏
阳非遗表演。

“非遗研学+农耕体验”
分会场，游客可以了解夏布
纺织、古法造纸、油纸伞绘
制、木活字印刷、浏阳剪纸
等非遗知识，在25处文旅特
色商品展示区体验摇蜜、舂
米、打糍粑等农耕生活。

■记者 丁鹏志

十一假期落幕，为了抓紧抢收业绩，各大房企推货热情依
旧不减，但是分化十分明显。有的房企在深夜卖房，创下了破
亿的业绩，但有的表现平平。据湖南克而瑞统计，国庆假期，长
沙内五区商品住宅供应为零，成交套数1208套，成交面积约
16.19万平方米，同比去年下跌27.6%。 ■记者 卜岚

十一长假落幕， 各大房企推
盘节奏加速。据不完全统计，10月
长沙楼市有约70余项目开盘。新
房供应的主战场仍然在岳麓区，
其中纯新盘有18个。

从不同区域来看， 岳麓区有
20个项目将推新，望城、长沙县紧
随其后， 分别有13个和12个项目，
开福区9个，天心和雨花各5个，芙

蓉区有3个项目。 从产品类型来
看，新房供应主要为住宅，涵盖了
高层、叠墅以及洋房等，还有少量
公寓。

值得注意的是，10月， 长沙万
科森林公园、长房悦香山、华杰天
骄、百世云境、滨江学府、南山天
岳等全新项目将上新。本月，长沙
预计供应房源将达到上万套。

“国庆黄金周开盘项目个数为
近五年最高，去化率受个别项目拉
升至50%。虽为近三年最高，但因
仍处客选房时代，客户观望情绪犹
存，难回巅峰时代。”湖南中原研究
院分析认为，网签日均成交量反常
态下滑， 对于去年下滑2成以上，
主要在于住宅营销活动较少，客户
观望情绪渐长，分化严重，项目如
无强势资源加持，难以吸客上车。

湖南世联市场知识中心相关
负责人认为，政策收紧之下，多渠
道让利加速去化成市场共识。从

国庆假期监控数据看， 特价房、赠
送物业费、 家电大礼包等给客户
让利、同时叠加提升渠道佣金点数
及置业顾问奖金等手段刺激去化
为普遍手段。

“现在的市场环境下， 客户买
房谨慎，观望情绪严重，热度整体不
及去年。星沙率先开启价格战，降价
项目逐步增多，洋湖片区跟随，部分
品牌开发商住宅项目降价， 降价幅
度500-1000元/㎡，折扣93-95折，
少量让利后去化良好，整体住宅市
场平稳。”该负责人表示。

观察 分化严重，整体热度不及去年同期

市场 多个项目国庆开挂，销售破亿元

“银十”长沙预计70余盘推新延伸

湖南省（秋季）乡村文化旅游节15日开幕
“百家宴”上品尝“张坊客家十大碗”

本报10月11日讯“妹妹是洞庭
水，张家界是山哥哥……”10月11日，
一首《山哥哥 水妹妹》在张家界和岳
阳两地唱响，标志着两市着手联袂打
造山水文旅品牌，为“锦绣潇湘”全域
旅游发展贡献力量。

张家界作为世界知名旅游城市、
湖南走向世界的靓丽名片，以世界罕
见的石英砂岩峰林地貌闻名，以“山
峻、峰奇、水秀、峡幽、洞美”著称。岳
阳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首批中国优
秀旅游城市，汇忧乐文化、求索文化、
龙舟文化等于一身，集名岛、名楼、名
湖等于一体，人文深厚、风景秀丽。

张家界因山闻名，岳阳伴水而
生， 两市文旅产业资源优势互补。
10月11日， 两市在张家界签署了共
同打造湖南最美山水旅游品牌战略
合作框架协议，将共同打造区域品牌
线路、出台旅游优惠政策、提升服务
品质，通过加强交流合作，为两地旅
游发展营造良好旅环境，打造“湖南
最美山水”旅游品牌，推动两地经济
更好更快发展。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记者 宁奎

“山哥哥”牵手“水妹妹”
张家界岳阳联袂
打造山水文旅品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