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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十一，家电卖场纷纷投入了最大
力度的促销资源，极大地激发了消费者的
购买热情， 使得今年黄金周销售大幅攀
升，创出新高。

国美呼叫中心数据也显示，国庆期间
客服人员一天工作量较以往翻了两番。尽
管客流量比往日增加了数倍，但从用户实
际反馈来看， 十一期间， 顾客满意度达
98.96%，也创造了行业新高，全面领先行
业的呼叫中心服务系统受到了消费者的
一致认可。
日服务三万用户 惠及百万消费者

据国美呼叫中心数据显示，国庆期间
一天工作量较以往翻了两番，日来电量突
破三万。“越是这个时候， 我们越是要耐
心、细心、贴心地做好服务工作，让电话那
头的顾客感受到我们的真诚和微笑。”呼
叫中心负责人表示。

据悉，国庆期间呼叫中心共服务消费
者102.86万人次，涵盖送货、安装、以旧换

新、电话订购、延保、维修等服务内容。在
此之前， 国美呼叫中心就在原有的500个
席位基础上，新添近百名“家电顾问”，以
满足十一高峰期暴增的消费需求。国美呼
叫中心采取区域服务模式，针对不同地区
顾客的差异化需求推出了相应的服务策
略及沟通计划。
10万用户享用国美电话订购服务

为应对十一新的消费需求，国美电器
推出了“电话预订商品”新服务。据悉，消
费者只需拨打国美电器全国统一服务热
线（400-811-3333），住所附近的国美门
店将会在半小时内联系用户，消费者会获
得一个预订单号，持单号到门店可享受专
人接待及导购服务。

国美呼叫中心相关负责人还表示：
“集团很重视呼叫中心，不仅服务用户，更
要收集用户反馈，发掘用户新需求，以此
来不断改进服务水平，以差异化服务实现
行业全面领先。”

秋冬是流感、感冒的高发季节，对付流感
每个家庭都要有所准备。流感属于瘟疫，历史
上中医治疗瘟疫出现了三个经典时期， 第一
个是汉代张仲景的“麻杏石甘汤”，用于治疗
发热性传染病，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第
二个是明代名医吴又可擅于截断外感热病的
病势，用泻下的大黄让毒邪从大便排出；第三
个是清代吴鞠通的“银翘散”，用于治疗外感
热病已有二百多年的历史。 连花清瘟胶囊是
在这三朝经典名方的基础上创制而成的治疗
流感、感冒的中药。

流感病毒是引发流感的罪魁祸首，近年来，
国内多家权威机构对连花清瘟胶囊进行了一系
列研究， 证明它具有广谱抗病毒作用，对
H1N1、H3N2、H5N1、H9N2等多种病毒均有
抑制杀灭作用。 在预防甲型H3N2流感病毒的
研究中， 连花清瘟胶囊效果优于抗病毒药利巴
韦林， 临床应用可以消除流感引起的怕冷、发
烧、头痛、肌肉酸痛、全身乏力等流感症状。另
外，连花清瘟胶囊还可有效抑制多种细菌，有利

于治疗流感病毒引发的混合感染、肺部炎症。
和普通感冒相比，流感最大的特点就是

高烧，患者体温经常可以达到39摄氏度。多数
西药抗感冒药的退热成分主要是对乙酰氨基
酚， 它是通过抑制人体体温中枢发挥退烧作
用，无法肃清体内存在的毒火，所以很多人都
有这样的体会，服用后出一身大汗，烧当时退
下去了，过一段时间又会再烧。连花清瘟胶囊
的主要药物成分中，贯众、板蓝根、银花、连
翘、石膏等都可内清火热，大黄更为清火的重
剂，可使体内存在的火毒通过大便排出，从而
清除流感发烧的内在基础， 使患者体温稳定
下降，并且烧退后不再反弹。

人体免疫力低下， 感染流感病毒的几率
会大大增高，还会迁延流感患者的病程，甚至
使流感病毒侵入内脏，引发肺炎、心肌炎等严
重并发症。连花清瘟胶囊含有西藏高原耐寒、
耐缺氧植物红景天，可以增强人体免疫力，提
高抗病康复能力。
■河北省中西医结合医药研究 贾振华博士

三朝名方防治流感、感冒国美呼叫中心服务百万消费者
经济信息

【市场】
豆角、西红柿领涨菜价

常吃的小菜涨价了。10月12日，长沙
市民潘烨买菜时发现，7天前还卖2.2元/斤
的长豆角，现在要3.5元/斤，而大白菜每
斤也涨了0.5元/斤。

记者从长沙各大农贸市场了解到，多
数市场的长豆角上涨1.5元/斤，而现在卖
5元/斤的四季豆原来只卖3元/斤。 西红
柿也不例外，每斤涨幅达1元。

省商务厅的监测数据显示， 上周我省
蔬菜批发均价5.84元/斤，小幅上涨3.18%。
监测的18个品种中有13个品种菜价上涨，
涨幅较大是豆角、西红柿和大白菜，分别上
涨14.4%、10.51%和10.33%。

【分析】
本地菜退市后期菜价还要涨

10月12日，记者从马王堆蔬菜批发市
场了解到，小菜纷纷涨价主要是由于我省
本地菜市场供应量的减少。该市场一位经
营户告诉记者，9月起，本地蔬菜开始陆续
退市，市场上仅有少量叶类菜和瓜果菜在
扫尾，外地蔬菜已开始大规模进入。如目
前我省在售的四季豆， 仅有少量来自浏
阳，大多来自河南、山东、云南等地。

相对本地菜，外地蔬菜的运输、储存、
场地等各项成本高很多，蔬菜价格势必会
上涨。商务厅相关负责人预测，随着天气
转凉，外来高成本蔬菜将唱主角，后期蔬
菜价格将会小幅上涨。

本地菜退市，小菜要涨价了

本报10月12日讯 继圆通公司上月
初宣布涨价后，顺丰快递宣布自2011年10
月8日起， 对部分线路快件价格平均上调
2%—4%。而涨价理由都是成本压力太大，
无法内部消化。不过，据记者了解，德邦物
流目前正组织员工考取快递员从业资格
证，进军快递行业意图明显。

快递业涨价风潮初现
今年初， 中通速递、 申通快递上调价

格。今年中秋节前，圆通速运调价。 近日，顺
丰速运在其官方网站上发布调价通知。

按照顺丰速运新发出的资费标准，价
格调整后，长沙寄件到厦门，首重1公斤以
内由原来的20元上调至22元，续重每递增

1公斤加10元，长沙同城首重1公斤之内由
原来的10元上调至11元。

据了解，此次调价是顺丰快递的首次
多线路价格调整。“主要还是压力太大，为
应对部分线路人力、操作及运输成本增长
过快的压力， 才决定调价。” 顺丰方面表
示。

一些业内人士表示，国内民营快递运
价仍有上调可能。

传言德邦欲进军快递业
近日，记者了解到，做为物流业“老大”

的德邦物流有迹象表明准备进军快递业。
德邦物流是国家5A级物流企业，主营

国内公路零担运输业务和空运代理服务，

日吞吐货量近3万吨。
周先生2010年进入德邦物流有限公

司，他告诉记者，自今年9月份开始，公司
统一对员工进行培训，以考取快递员从业
资格证。 部门领导在下达通知时表示，公
司将发展快递业务，有意愿者可报名。

随后，记者致电德邦物流有限公司公
关部高级经理李飞飞，她表示，公司目前
暂时没有进军快递业的计划。某大型快递
公司的中层干部表示，快递员从业资格证
是进行快递业务的资格证，德邦物流分批
对员工进行培训考试，是在为进行该业务
储备人才， 其进军快递业的意图非常明
显。

■见习记者 肖祖华 实习生 彭婧

快递业掀涨价潮 物流“老大”欲进军快递业

本报10月12日讯 记者从长沙各大
旅行社获悉，中国船员在湄公河金三角水
域遭劫杀事件发生之后，湖南旅游界人士
表示此事情属于偶然事件，而且湖南去泰
国的团体不经过事发地，事件对湖南旅客
影响不大。

华天国旅市场部副经理张世忠告诉
记者， 由于去泰国的包机并不经过事发
地，因此劫杀事件对去泰国旅游的客源和
价格都没有产生影响。湖南海外旅行社副
总经理夏婧也表示基本无影响，“没有一
个退团”。

到目前为止，国家旅游局也没有发出
相关旅游服务警示。但近日，泰国洪水继
续发展。中国驻泰国大使馆提醒，在泰中
国公民要及时关注洪水的最新动态。外交
部也提醒， 如有需要， 游客可通过电话
66—854833327及传真 02—2457032联
系大使馆。 ■记者 朱玉文

湄公河劫杀事件后
我省赴泰旅游未受影响

本报10月12日讯 10月11日、12日，
湖南连续大雾天气，据记者了解，恶劣天
气对湖南交通并没有造成很大影响。

高速公路方面， 据统计， 10月以来，
全省高速公路日均车流量超过24万台次，
但未发生一起责任事故。航空方面，记者
从黄花机场了解到，大雾天气没有造成航
班延误。据了解，秋冬季节是我省雾天高发
时期。高速路政部门特别提醒，出行前注意
收听当天的天气预报， 并随时观察收费站
和路面电子显示屏的提示。■记者 朱玉文

秋季雾多 出行应谨慎
本报10月12日讯 上周， 除涨幅明

显的蔬菜外，省商务厅监测的猪肉、食用
油、 水产品等53种食用农产品价格也在上
涨，占监测总品种的62.8%。昨日，商务部
发布的数据同时显示， 食用农产品价格
已连续七周上涨。

根据国家统计局安排，9月CPI将于本
周五公布。然而，各大分析机构普遍认为，9
月份CPI同比涨幅很难有明显回落， 预计
仍维持在6%以上的高位。 ■记者 未晓芳

众所周知， 今年黄金价格涨势如虹，
不断逼近铂金价格。8月26日，国际黄金现
货价高出铂金价3.56美元，被业内称为罕
见的“倒挂”现象，但持续至今，“倒挂”差
值仍呈放大趋势。

据记者统计，在9月份，仅有9月1日和
9月7日黄金现货价格低于铂金现货价格。

进入10月， 黄金和铂金价差逼近200
美元。截至发稿，二者价差为146.31美元。
“黄金有铂金等其他贵金属无可比拟的优
势， 仍是投资者或者央行争相持有的资
产。”上海中期分析人士向记者表示，这种
“倒挂”现象还将持续，黄金价格还将领先
于其他贵金属走势。 ■上海证券报

黄金铂金价“倒挂”逾一月
“黄金热”恐难降温

链接新闻

食用农产品连涨7周
预计9月CPI涨幅难别6时代

资料图片

省商务厅10月11日发布了上周
农产品价格监测情况，结果显示，上
周我省蔬菜批发均价为5.84元/斤，
上涨3.18%。其中，长豆角零售价从
2.2元/斤涨到了现在的3.5元/斤，原
价1.5元/斤的西红柿每斤也涨了1
元钱。 业内人士预计， 随着天气转
凉，本地菜上市量逐渐减少，后期蔬
菜价格还将小幅上涨。

■记者 未晓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