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1年4月21日 星期四

B08

广告

免费热线：12580呼三湘都市报 新闻热线：0731-84326110�����发行热线、投诉：0731-84316668、84315678、84329777���广告热线：0731-84329988�����本报地址：长沙市芙蓉中路一段 440号 邮编：410005

小天鹅冰箱丝管

蒸发器成亮点

进入4月份以来，冰箱市场逐渐热

了起来，各大冰箱厂商也纷纷出招，全

面布局已经打响的旺季争夺战。

据了解， 小天鹅冰箱全面使用丝管

蒸发器，在制冷效果、承重能力、安全健

康、 使用寿命等多个方面领先传统板管

式蒸发器，进一步提升产品品质，令精致

生活有保障。

小天鹅冰箱相关负责人介绍， 目前

原材料铝板已被列入“国家食品污染限

量”标准，有危害人体健康的可能，铝制

炊具已逐渐被淘汰。 小天鹅冰箱丝管蒸

发器完全采用健康材料， 对人体无任何

毒害作用。

“一分钱，一分货。”小天鹅冰箱丝管

蒸发器采用的是镀铜邦迪管， 里层是合

成钢， 材料和一元硬币相同， 具有硬度

大、承重能力强、不生锈等优点，克服了

传统铝制板管承重不足、 容易变形和划

伤的弱点， 货真价实保障消费者的合法

权益。

同时， 小天鹅冰箱丝管蒸发器制造

工艺由冷轧带钢薄板卷管、焊接、镀铜、

镀锌、折弯、焊接、电泳（防止氧化生锈处

理）、喷粉而成，过程需要高精度专业模

具和人工配合，使用寿命等同于铜管。制

冷管直接与抽屉底部接触， 热传导更加

快速直接，且不易结冰、制冷效果更好，

符合欧盟多项标准，成为欧盟市场主流，

获得国际市场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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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宁电器五一特

卖惠璀璨上演

节假日出游群体，也给节前消费带

来市场，同时各大厂商对五一的高度重

视，也让五一促销资源筹备到位，在各

方面条件万事俱备的形势下，苏宁率先

于4月23日启动五一特卖惠， 可谓因势

利导。

在这次五一特卖惠中，携手众厂家

联合投入巨额让利，超大阵容，超大投

入，超强制作，以最大的促销力度提前

释放特惠资源，全方位保障措施。

苏宁电器现已采购近5亿家电货

源，100000台特惠机，可谓“粮草充足”。

新品、精品、畅销品先悉数登场。

苏宁电器为广大消费者准备了3000

万海量礼品，一份订金，两份好礼。抓紧

机会，先买先得。各大品牌厂商亦倾力

献上巨额让利资源，保证活动期间优惠

让利。

从4月23日至29日，苏宁电器天天返

券、天天直降、天天有好礼；并承诺价格

绝不高于五一，若出现调价将退还差价

并送精美礼品作为补偿。

A

B

美的系再夺洗衣

机销量第一

近日，奥维咨询（AVC）对全国210

个城市约1850家门店的销售数据监测，

并发布了11周洗衣机品牌销量排行榜，

其中，美的系（含美的、小天鹅、荣事

达） 以28.8%的市场份额再次稳居行业

第一， 牢牢地占据着洗衣机行业的霸

主地位。

美的电器董事长兼制冷家电集团

主席方洪波表示，冰洗产业已成为美的

集团未来增长的重要支撑点。美的系洗

衣机坚持品牌多元化战略， 旗下美的、

小天鹅、 荣事达三大品牌定位清晰，小

天鹅定位专业高端、 美的定位年轻时

尚、荣事达则定位大众化品牌，三者在

产品外观设计、功能等方面也有较明显

的区别，全面助阵美的系洗衣机行业霸

主地位。

美的洗衣机， 在保证性能最优前提

下， 不断按照时尚快乐雅致的生活潮流，

美化产品外观设计，推出款式多样、外观

亮丽的各色产品， 在市场上掀起了一股

“美丽风”。

随着家电产品不断个性化、 时尚化，

外形也呈现出多样化。目前的滚筒洗衣机

市场，从外形来看，有四四方方的“稳重

型”，也有圆圆的“可爱系”。有通体白色的

机型， 也有不同颜色材质混搭的产品。美

的爱尚系列则是外形圆润的滚筒洗衣机

代表，显著增添了居室的舒适度。

外观方面，美的MG60-1201LPC洗衣

机的设计非常新颖，将靓丽绿色的爱慕之

瓶融入到整体白色的外观中，看起来浑然

天成。而6公斤的洗涤容量，一般家庭洗衣

完全够用。

用品质为中国品牌赢得

尊敬

———青岛啤酒孙明波总

裁荣膺“中国杰出质量

人”称号

2011年4月9日，由中国质量协会、中华

全国总工会主办的第四届“中国杰出质量

人”颁奖典礼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隆重举

行。作为负责任的企业公民，青岛啤酒百

余年来秉持“好人酿好酒”的品质文化，其

对于品质近乎“苛刻”追求和全球如一的

百年坚守，质量业绩有目共睹；公司总裁

孙明波因为实施“360°”质量管理所做出

的突出贡献而获得表彰，荣膺“中国杰出

质量人”称号。据悉，这是青岛市继张瑞敏、

常德传、 周厚健等第6位获此殊荣的企业

家。

“我们用百年积淀告诉世界，中国品

牌要在国际市场赢得一席之地的核心是

品质，没有好产品、好品质，说什么都是空

谈；要改变中国制造低端、低廉的形象，也

必须靠品质说话。 青岛啤酒百余年来，正

是用卓越的品质赢得了世界各国消费者

的青睐与厚爱，品质就是企业的核心竞争

力。”提起青岛啤酒的质量管理理念，早年

做技术出身、身为啤酒酿造专家的孙明波

如是说。

几代青啤人一直传承着“好人酿好

酒”的品质文化，而这一信条也确实给青

啤带来回报。 青岛啤酒目前品牌价值

426.18亿元，居中国啤酒行业首位，跻身世

界品牌500强。青啤一如既往、孜孜不倦地

追求高品质，在全球市场为中国品牌赢得

认可与尊敬，这在整个啤酒行业和中国品

牌中，具有明显的领先优势和典范意义。

紫光古汉集团古汉养生精形象店将于4

月23日正式落户星城长沙，选址于长沙市芙

蓉中路一段435号湖南日报社对面。

据悉，该公司继衡阳、湘潭、株洲等地

开设多家专卖店、 形象店之后的又一力

作， 旨在更好的为省会城市消费者服务，

更是该公司始终秉承“光大民族药业，造

福人类健康”企业使命，努力打造中国养

生专家驰名品牌的又一次行动。让消费者

购买到放心药、品牌药。据悉该公司推进

形象店建设，是搭建企业与消费者的沟通

平台，建立彼此互信的重要渠道，该形象

店将建立一流的特色专卖店，打造一流的

专业团队、树立一流的服务品质，致力于

传播企业养生文化、中医文化、孝心文化。

开业期间紫光古汉集团将特别奉献

4.23“春晖暖星城，健康养生送万家”大型

开业酬宾活动， 有免费品尝养生滋补茶、

关爱健康进门有礼、 回馈客户特价购买、

消费积分换好礼四重惊喜等你拿。 还有

“星城璀璨古汉神韵” 超值抽奖、 文艺演

出，及“古汉养生精 闯关我最行”等各项活

动等你参与。

春晖暖星城 健康送万家

2011福田奥铃中国勒芒

轻卡耐力赛开锣

2011年3月19日，2011（第三届）福田

奥铃中国勒芒轻卡耐力赛暨冠军挑战

赛启动仪式在北京汽车博物馆隆重举

行， 再次掀起全民赛车运动的热潮。在

启动仪式的现场福田汽车还同步举行

了奥铃CTX康明斯动力国IV新品、奥铃

TX雷沃4D动力新品和奥铃TX-4JB1TDi

动力气刹新品发布会。

在福田奥铃品牌的坚持与创新之

下，“2011（第三届）福田奥铃中国勒芒轻

卡耐力赛暨冠军挑战赛”在延续了全民

参与性的同时，在赛车与赛程上有了全

新的突破。按照赛程安排，从3月20日-8

月10日期间，凡是身体健康、持有卡车

B2（含）以上驾照2年以上、一年内无重

大交通事故记录的广大司机朋友们皆

可报名参加。精彩的赛事体验和丰厚的

奖品在等待着每一位赛手的热情参与！

6月-8月将在全国各省的主要城市举办

省初选赛，7月-8月举行三大区域决赛，

10月将在新疆举行全国总决赛。

华泰汽车助力“2011中

国导演明星欢乐会”

近日“中国电视剧导演工作委员会

2011年会”暨“2011中国导演明星华泰欢乐

会”在北京饭店盛大开启。作为国内自主汽

车品牌的典范， 华泰汽车再度携手中国电

视剧导演工作委员会，为中国导演、明星及

演艺娱乐界奉上又一场年度饕餮盛宴，华

泰汽车旗下的几款经典车型和众多明星相

映成辉，共同组成了一道道亮丽夺目的风

景线。在2010年度“中国导演明星华泰欢

乐会”上，华泰汽车首款轿车产品B11以神

秘姿态登场，首度亮相于公众面前。导演明

星们在B11大气尊贵的车身上挥笔签名，

已成为“星车辉映”的经典一幕。本次中国

导演明星欢乐会上， 华泰汽车又一崭新力

作华泰宝利格闪亮登场， 并以其时尚经典

的设计和动感饱满的造型， 给到场嘉宾和

现场观众留下深刻印象。

海尔专卖店“五一欢

乐购”受追捧，引领家

电成套购买风尚

自推出“五一欢乐购”活动以来，海

尔专卖店得到了越来越多消费者的青

睐，春季家电销售旺季已经提前引爆。

笔者在调查中发现，往年消费者

往往选择在大卖场中选购家电，而在

“自家门口” 选购家电已成为今年家

电市场的新风尚。海尔某专卖店负责

人告诉笔者，“海尔推出了‘网友欢乐

购’、‘新新欢乐购’'和‘会员有约欢乐

购’三大活动，更方便地为用户提供

了成套产品与服务。同时，由于专卖

店扎根社区、服务社区，用户特别认

可，每天的成交率达90%以上，用户满

意度更是达到了100%。”

与其他家电卖场相比，海尔专卖

店用市民“量身定制”推出的各种购

买方案，满足了不同消费者对家电产

品和服务的个性化需求，正是海尔专

卖店“好邻居更周到”的贴心体现。

随着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消费

者生活节奏也越来越快，“一站式”购

物模式成为消费者新需求。海尔给消

费者提供购买家电一站到位式服务。

据了解，海尔专卖店首创的整套

精致服务是以一种从售前到售后的

创新服务模式：售前，海尔免费上门，

根据消费者需求设计家电家装组合

方案；售中，消费者对所有产品安装

调试满意后再付款，最大化维护个人

利益；售后，用户可随时与服务师沟

通。 整套会员还可定期享受免费清

洗、保养等终身服务。满足了消费者

一步到位的服务需求，这成为海尔赢

得消费者信赖的重要筹码。

（长沙承接客户：长沙海尔专卖

店湘江世纪城店0731-85837118；长

沙海尔专卖店三湘店0731-82191728；

长沙海尔专卖店西岸-润泽府店

0731-88824148； 长沙海尔专卖店板

仓路店0731-84060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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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爱 女 性 健 康

共享前沿技术

由湖南女医师协会主办，湖南省

妇幼保健院协办，长沙玛丽亚妇产医

院承办的“妇科微创新进展暨湖南妇

科微创学术交流会” 将于 4 月 28 日

在长沙隆重启动。

届时，来自国内的权威妇科微创专

家和湖南近 200名医师将齐聚长沙，就

微创技术在妇科疾病治疗方面的运用

和实际操作进行深入交流和探讨。特邀

专家们将就妇科微创及宫腹腔镜下的

操作技巧作专题讲座及手术演示。

“微创手术”作为最近十几年在

医学领域广泛应用的技术，其在妇科

临床上的应用不仅使许多原先很难

或无法治疗的疾病得以救治，而且还

因其创口小、效果好、恢复快、疤痕细

微等诸多优点，将手术给女性带来的

伤害减至了最小。 就在 4 月 8 日下

午，长沙玛丽亚妇产医院张次秀院长

还成功实施了一例腹腔镜下腹、会阴

联合阴道成形术。 而此次学术交流会

的召开，将进一步加强我省与医疗发

达地区的交流与合作，共享女性健康

领域的临床和科研新进展，使女性疾

病得到科学规范、高效的治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