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12月27日讯 今日下午， 由湖南
省旅游局与奥凯航空有限公司共同举办的
“快乐湖南之旅”系列活动启动仪式在长沙
举行。在2011年12月至2012年11月活动期
间，双方将举办市州宣传周、市场推广、奥
凯航空湖南旅游形象大使评选、 奥凯航空
机身及客舱资源广告招商等相关活动。

奥凯航空除了在航班上播放湖南旅游
风光片，发放介绍湖南旅游资源的杂志、地
图册和宣传册外， 还有身着湖南民族服的
演员将走进航班唱民歌。此外，还将为游客
提供湖南灯芯糕、腊八豆等风味小吃。

在启动仪式上， 奥凯航空除了与省市
旅游部门签订了合作协议外， 还与华声在
线股份有限公司签订了合作协议。 将通过
本报、华声在线网站和时尚杂志《UP向日
葵》对合作活动进行全方面的宣传和报道，
共同推进湖南旅游的发展。 ■记者 唐能

奥凯航空与华声在线
合作推介湖南旅游

打仗，最害怕遇到什么难题？一是你
没有核心武器， 二是武器的弹药储备不
足。

但在这两个问题上， 通程完全不用
担心。因为通程电器不仅与苹果签约，而
且还货源充足。

据记者了解，通程电器已在9月份与

苹果公司达成直接供货形式的战略合
作。 而通程电器也成为了湖南家电卖场
至今唯一的苹果产品直供平台。

“从9月开始， 我们便和苹果进行直
供合作，我们备足了货源。”刘伟表示，对
于元旦促销战役， 通程将备有8G版的i-
Phone4过千台。

更值得“苹果粉”兴奋的是：活动期
间，只要购物满10000元（无论单件或累
计），即可获赠一张iphone4S预定卡。

“待iPhone4S在中国大陆上市，获赠的
消费者即可凭预定卡至通程电器享优先购
买权，并在成交价基础上优惠100元。”刘伟
透露，名额限定100个，先到先得。

购物满万元，即可获赠iPhone4S预定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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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都想在2012年博个头彩，所以元
旦促销是湖南家电卖场不可或缺的。目
前，元旦家电战火的“硝烟”已悄悄点
燃。

12月27日， 通程电器副总经理刘伟
表示将以低价开年： 消费者永远追求高
品质的商品，追求性价比，追求实实在在
的价格。元旦促销，我们将回归消费者购
物的本源。同时，我们也备足了充足的让
利资源，一定会让所有的顾客满意！

发短信就可有现金券
元旦历来是各大家电卖场秀“优惠”

的舞台， 但如何在五花八门的活动中抓
住消费者的眼球？刘伟认为，必须做到两
点，一是切实让利消费者；二是创新让利
手段。

为了打赢这场战役， 通程准备了新
招数———发短信赢百万现金活动。

据记者了解，12月26日至30日，只要
发送短信“龙马精神 奔通程 买电器”内
容至10690159445577， 即有机会兑换
100元全场通用现金券。

“这样的名额有10000个，每日2000
个，先到先得。”刘伟还表示，12月31日至
2012年1月4日， 凭该现金券购单件手机
满1500元，其它单件家电满800元，均可
在最低成交价基础上使用， 直接冲抵购
物款。

此外，如果想提前享获实惠的朋友，
可在12月31日下午4时至通程电器享受
跨年团购宴。届时，通程电器全省44家门
店将同步开启跨年团购宴，团购2件以上
商品还可参与新年红包抽奖。

直扑最低成交价

要想赢得促销大战的胜利， 就必须
懂得消费者的心理，了解他们想要什么。
对于这个道理，刘伟早已奉为圭臬。

“此次元旦促销通程将回归平实。因
为消费者永远都是追求高品质的商品，
追求商品的性价比， 追求实实在在的价
格。”刘伟透露，活动期间，消费者只要在
通程电器购买任意产品单件满500元起，
即可获赠新年挂历、5L食用油、通程集团
商务卡等实用好礼； 累计购物满40000

元、80000元， 可分别获赠1000元、4000
元汽油卡。

用价格征服消费者。 刘伟将此次战
役的重点放在价格上，“通程电器将联合
供应商一起让利，保证市场最低价。”

刘伟说， 通程电器将联合供应商拿
出一个整体的让利方案； 其次就是当市
场上有新的价格动向时， 通程将立刻调
整价格，保证最低价。

“我们无条件跟进市场价格，消费者
无需比价，无需讨价还价。”刘伟说。

■记者 邢云 唐能 见习记者 邓倩

家电促销起硝烟，通程“大放血”

据新华社全国农副产品和农资价格
行情系统监测，虽然本周全国猪价连续第
三周回升，但涨速已略有放缓，南方部分
省区市猪价甚至出现下降。 专家分析认
为，由于目前供应较为充足，预计春节前
涨幅有限。

监测的30个省区市中，20个价格上
涨，8个价格下降，2个价格持平。其中，大部
分价格上涨的省区市涨幅在2%以内。 记
者采访了解到， 此次猪价回升主要受需求
增加等因素影响。 另据农业部公布的最新
数据显示，12月份第3周全国活猪平均价
格17.28元/公斤，比上周上涨1.3%。

“近期猪价虽然上涨，但目前生猪供应
较为充足。预计春节前猪价以涨为主，但涨
幅不会太大。”新华社经济分析师王晓玲认
为。 ■据新华社

猪价涨势趋缓
年前难有大波动

2011年我们提倡“健康体重 健康血
压”，为提高公众对高血压防治的关注，卫
生部心血管病防治研究中心和双鹤药业
联合推出知识调查。各位读者朋友，为了
自己和家人的健康， 不管你有没有高血
压，都请你来测试一下，看看自己降压知
识知多少？
调查问卷：

1、 高血压的危害主要是会导致 (多
选)

A�脑中风 B�心脏病 C�恶性肿瘤 D�
慢性肾脏病 E不知道

2、2002年调查我国成年人的高血压
患病率水平是多少 ？

A�7.7%��B�13.6%��C�18.8%��D�24.5%��
E�不知道

3、 目前我国居民高血压患病人数有
多少 ？

A�5千万 B�9千万 C�1.6亿 D�2.0亿
E�不知道

4、健康血压的标准？
A成人血压＜120/80�mmHg为正常

血压，或称健康血压
B成人血压＜140/90�mmHg为正常

血压，或称健康血压
C成人血压＜130/80�mmHg为正常

血压，或称健康血压
D成人血压＜120/90�mmHg为正常

血压，或称健康血压
5、 导致高血压的主要危险因素是：

（多选）
A�高盐饮食 B�过量饮酒 C�超重肥

胖 D�缺乏体力活动 E�精神紧张 F�饮茶
6、 我国基本药物目录的遴选原则：

（多选）
A防治必需 B安全有效 C价格合理D

使用方便 E中西医并重
7、0号入选基层版《国家基本药物目

录》和《国家基本医疗保险药品目录》的理
由？(多选)

A疗效显著 B安全C经济 D使用人
群广泛

8、0号是长效降压药吗？
A�是，0号可以24小时平稳降压，一天

只需服药一次
B不是
9、服用0号是否会导致低血钾症？
A�不会，0号中有两种利尿剂成分，分

别具有保钾和排钾功效，两者副作用相互
抵消，不易发生低血钾症

B�会，0号含有利尿剂成分
10、 如何保持健康体重、 健康血压？

（多选）：
A长期坚持合理膳食，均衡营养
B坚持适量运动
C�限制饮酒
D不吸烟或坚决戒烟
E定期测量体重、血压

（正 确 答 案 ：1.ABD�� 2.C�� 3.D�� 4.A��
5ABCDE�� 6.ABCDE�� 7ABCD�� 8.A�� 9.A��
10.ABCDE）

高血压免费咨询电话：8008103536

测测更健康

亚洲注射之父要来长沙了！“头等舱新年
逆转时光之旅” 请来了众多台湾明星名媛御
用微整形的专家王笃行博士， 让星城女性在
美丽中憧憬新年。

“他气质儒雅，艺术气息浓重，精湛高超
的技术让他的每场手术就像一场表演， 完美
流畅。”《亚洲商业周刊》曾如此评价王笃行博

士，同时他被标榜为台湾“安全整形”的一面
旗帜、“国际级的整形艺术家”。

2011年岁末，明星、名家、潮流、巨奖与您
相约头等舱。

今日起，只要您拨打88224422，就有机会
获得王笃行博士亲自进行注射美容治疗，让
您瞬间美丽不用等。

这个元旦节，与亚洲注射美容之父相约头等舱

通程电器元旦大型促销活动将于12月31
日在全省44家门店正式拉开帷幕，为期五天。
通程电器对本次元旦活动投入了大量的促销
资源，各品牌的空调、彩电、冰洗、厨卫、IT、小
家电等都将有超乎想象的低折扣， 是历年来
元旦降价幅度最大的一次。 活动集结了数万
个知名厂家联合推出数百台特价折扣机型，
其中包括市场主流型号商品， 以保证能给湖
湘人民带来今年最后一次、 来年的首次家电
盛宴。

12月31日至2012年1月4日，通程电器彩
电类将联合索尼、三星、创维、康佳、长虹等12
大国产、 合资彩电品牌， 率先发起彩电大团
购，如购买潮流“云电视”，可享受降幅800—
3500元的超值优惠；冰洗类，国产品牌冰箱7
折起，合资品牌冰箱8折起，国产品牌洗衣机

优惠 100-800元， 合资品牌洗衣机优惠
100-1000元 ； 空 调类 ， 格 力 空 调 直 降
200-800元， 购美的空调单件返现100-500
元，套购送I�phone4�8G版、I�pad2，购指定型
号柜机直接送挂机；小家电类，全场7.5折起；
通讯数码类，LG手机、摩托罗拉手机7折起，佳
能数码相机直降100-500元。 想买i�phone�4�
8G版的朋友们，还可享受0元购机活动，直充
4999元联通话费即可。如果想买裸机，通程电
器也为你备足了货。上千台库存，你来即是。

通程电器副总经理刘伟表示， 在降价的
基础上， 实实在在的送礼活动也将让消费者
真正得实惠。即日起至2012年1月4日，在通程
电器累计购物满40000元、80000元， 可分别
获赠1000元、4000元汽油卡，满额即赠，无任
何品类、品牌限制。

元旦家电盛宴，就在通程电器
———周六起，通程电器全省44门店同步上演低价盛宴

经济信息

“苹果”风

通程电器促销现场火爆。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