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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者，之所以成功，在于它即使在
低迷的环境中，也能拥有继续前行的勇气
和开疆拓土的信心。

3月14日，方太集团常德分公司的尘
埃落定，这无疑是方太集团向外界发出的
扩张信号：攻下常德，加速扩张湖南市场。

“渠道建设已经完成对一二线城市的
覆盖， 正向三四线城市进军”，3月13日，
方太集团销售副总裁陈浩断言： 渠道下
沉，这趋势已不可逆转，更不可阻挡。

【环境】行业遇冷 精耕细作湖南
2012年， 受房地产市场及整个经济

增长放缓的大背景影响， 业内普遍认为，
家电业遭遇寒冬会是必然。

但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方太依然旋转
开疆拓土。陈浩却说，是不是寒冬对每个
企业的感受都不一样，2012年方太依然
充满信心。

“大的经济形势不理想， 对整个家电
行业势必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不过，陈浩

表示，这并没有影响方太的计划，继续开
拓湖南市场、深耕湖南市场的目标依然不
变。

“2012年，我们在湖南市场的销售目
标是增长30%，销售额过亿。”陈浩表示，
发展至今，方太在湖南的专卖店数量已超
过60多家，销售终端店已达到500多个。

【布局】渠道下层 进攻三四级市场
向下，这是一个趋势。
陈浩认为，在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快速

发展、 国家积极拉动内需的大形势下，三

四级市场的消费增长幅度远超过一二级
市场，而未来几年，三四级家电市场消费
都会大幅增长。

“此次常德分公司的成立就是一个信
号，说明了我们的渠道下层，进一步开拓
三四级市场。”陈浩认为，这里拥有中国最
大数量的消费人口，代表了中国家电市场
的未来。

在方太的版图规划中，方太已攻破56
个战略据点，开设了56家分公司。其中，常
德、包头、自贡、大同这4家分公司是2012
年布局完成的。

本报3月15日讯 今日上午， 湖南苏
宁电器举办了以“消费与安全”为主题的
特别活动， 以及2000名服务主任进社区
启动仪式。

启动仪式现场， 苏宁电器方面高层
领导列席了此次仪式并发表了重要讲
话，从售前、售中、售后三个方面，详细阐
述了苏宁如何做好此次服务工作和保障
消费者维权工作。 社区服务代表以及苏
宁全体员工对此次3·15启动仪式进行宣
誓，表示坚决遵守国家政策法规，以及企
业理念，坚持安全经营，响应低碳环保，
引领家电行业长远发展。

据了解，2012年，苏宁将结合“消费
与安全”的主题，将从2000名服务主任进
社区、 争做家电安全使用常识普及先锋
以及规范家电售后服务标准这三个方面
保障消费者利益。

除此之外， 苏宁还将采取“定期回
访”制度、“明码实价”制度、“快速响应”
制度做好相关消费维权工作承诺， 切实
做好消费者服务工作。 ■见习记者 邓倩

本报3月15日讯 众所周知， 我国空
调领域“全直流”时代的到来，将是大势所
趋。

日前， 美的一举推出9大系列21个型
号全直流变频空调， 计划用三年时间让我
国市场跟上全球步伐，跨入“全直流”时代。

根据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2011冷冻
年度空调市场白皮书》显示，美的变频空调
以超过36%的市场占有率， 继续蝉联变频
空调销量冠军，荣登变频三连冠宝座。

又一次，美的发起了变频空调产业升
级的信号。

“变频空调的未来在全直流。”美的空
调事业本部总裁吴文新表示，美的计划两
年之内完成所有变频空调产品的“全直流
升级”，同时确保2012冷年全直流变频空
调销售占比达到50%。

全直流普及的大幕已经拉开，那么支撑
它演绎下去的核心与原动力是什么呢？

对此，美的中国事业本部副总裁王金

亮向记者表示，全直流变频的关键是核心
技术的全面掌握和全产业链优势的充分
发挥。

据了解，全直流变频空调需要空调的
三大核心电机即压缩机电机、室内风扇电
机、室外风扇电机都必须采用功能强大的
直流电机，并通过全直流控制模块整合三
大直流电机灵活的调节优势，优化匹配空
调系统，才能发挥出全直流变频空调的卓
越性能。 ■见习记者 邓倩

方太精耕湖南瞄准三四级市场
2012年湖南实现销售增长30%，销售额过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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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托核心技术 美的开启“全直流”时代

湖南苏宁
开启3·15特别活动3月14日，对方太来说是双喜临门。这一天不仅常

德分公司成立， 同时方太“高效静吸” 科技第2代
EQ01T也在全球同步首发。 据了解，EQ01T吸油烟机
拥有独特的自动巡航增压模式，消费者只需一开启自
动巡航增压键，吸油烟机就能自动感应公用烟道中的
压力变化，调节吸油烟机的排风量。 ■见习记者 邓倩

方太“高效静吸”
科技2代全球首发

相关链接

湖南苏宁20位社区服务主任代表宣誓。

华泰人寿湖南分公司投保单号：
000180850943308、000180873894308
000180873904308、000180874439308
000180942767308、000180811170308
000180811277308、000180811384308
000180811491308、000180843393308
000180843938308、000180812785308
000180813009308、000180834345308
000180895561308、000180895668308
000180895775308、000180795331308
000180854504308、000180804593308
000180852986308、000180853093308
000180890171308、000180782498308
000180777867308、000180777974308
000180778081308、000180858814308
000180819683308、000180821308308
000180949986308、000180950093308
000180985128308、000180787674308
000180830356308、000180830891308
000180836933308、000180837040308
000180870129308、000180870236308
000180891144308、000180891251308
000180891358308、000180891465308
000180891572308、000180813330308
000180813437308、000180813544308
以上保单号遗失，特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少时夫妻，老来伴”单身的我希望
晚年不在孤独重情男 48 岁工作稳
定品正寻专一女士为伴年龄不限
13751265779面谈非诚勿扰

温柔女燕燕 28 岁高雅大方有气质
经济优寻健康品正男圆我美好心愿
地区不限 15946825538本人亲谈

想家男 46 岁丧偶独居幽默风趣
性格脾气好，经商事业有成，诚觅
端庄贤惠有爱心女为伴， 有孩视
亲生 13424263228亲谈，拒游戏

●最新雷达感应报牌仪， 抬牌知
大小，庄闲通吃，适合扑克任何玩
法，超越市面所有分析仪；
●麻将机万能程序包自摸，望
远飞针麻将，博士伦眼镜看穿
扑克麻将，变牌仪等高科技产
品，所有产品先试后买。
●扑克麻将绝技， 任何普通牌均
可要啥来啥，要啥变啥（化学原料
一摸即变）决不重复，包教包会。

13574117736长 沙 火 车 站
八一路天佑大厦
6 楼 8630 房

超级牌具AAA
娱 乐 设 备

省 AA 级驾校，市十佳驾校，市驾培
行业“质量信誉”排行第一。 学员报
名，上门接送。 一人一车，计时训练，
随 到 随 学 。 总 部 ：8８８８６２８８、
8８８８５２８８ 开福分校：88615111 湘江
世纪城：85360001长沙晚报：84515757

猎鹰驾校
驾 校

85710002
特价搬家 长途运输

84478678
专业搬家 移空调一定发

特价搬家 拆装空调永发84712408
88578368

搬家 回收

财运来 特价搬家 拆装空调

84725488
85594898

搬家行业诚信经营单位诚
聘
司
机

万顺 搬家搬厂 拆装空调
88884567

聘
搬
运
工

搬家 拆装空调恭喜发84258568

高新诚聘医生
工作地点市中心。 15974229607

老千三哥 18670013667
免费演示 235变 AAA，麻将烂牌也能自摸。

18008414500博艺牌具
背面识别普通牌，真功夫纯手法空手
变牌独门绝技，包教包会。 批发各种分析
仪。 长沙火车站天佑大厦 2018房

三叶牌具 18773111186
租售各类分析仪，最新广角镜头，
高清博士伦眼镜、变牌仪、万能一
体机等。 传授顶端实战牌技。
火车站天 佑大厦 1826 室

贷款咨询 15111283829
正规无抵押贷款，当面签约、放款。

贷款咨询无抵押利率低
13187090302

工商代办 82284857
特价工商税务 84432855

贷款咨询 13875925959
正规无抵押贷款，不成功不收费。

付律师13975826245 免费咨询
合同债务婚姻劳资法律顾问

资深律师 13786128858 免费资询
债 务 经 济 刑 事 法 律 顾 问陈力军

律师 调查

牌具超市
最新扑克分析仪无须耳机震动接收
牌可在手上桌上任意感应报点，无
磁四方色点万能麻将机程序， 透视
眼镜看到扑克麻将，授变牌绝技。
长沙火车站三九楚云大酒店 A319
电话：13875909017

韵红养生养老聘
专业养生养老服务团队聘养生业
务精英 30名，15873112311

医林奇杰 伍本裕 名老中医秘治：
●中风后遗症、半身不遂、手、身发
抖、口流涎、瘫痪在床，一月痊愈。
●颈、腰椎间盘突出、骨质增生、坐
骨神经、股骨头坏死、骨髓炎、骨结核、分
期分类能在短期内痊愈。
●前列腺炎、增生、肥大、尿频、阳
痿、男女拉尿不出痛，一月痊愈。
长沙市望城坡门诊部（银杏路 6号）
0731-88812718 13975156778

中风、腰椎间突出、前列腺专
治

低息供炒股资金
咨询：0731-85776098、15802569686

1 万-100 万， 长沙人凭身份证来就
借，当即放款，无需抵押，诚信第一。
芙蓉公馆 1215室 13875905093

短期借款咨
询

医疗 转让

千汇娱乐15111006666

望远飞针麻将
麻将高科技产品脱颖而出
任何麻将机均可安装，任君
检查,绝无破绽，傻瓜式操作
令你轻松自如的玩牌！ 另出
售、订做各种一对一、筒子、
扑克、麻将高科技娱乐用品。

配套齐全 诚信双赢 任君选购

最
新
产
品

全 省 招 商

理财 代办
提示：请慎重审核对方资质，勿向私
人账户支付费用，切勿盲目经济往来

要借款找金禧
0731-82139797
项目融资服务、大额资金对接
闲散资金借贷、抵押快速借款

韶山北路 139号湖南大剧院 17楼

西部首选
雄厚资金寻优质项目， 免抵
押，可风险投资，手续简捷，
个人、企业项目不限、地域不
限。 电话：028-68000128

招生 招聘

青岛鲜啤限量招商
青岛啤酒，重点推出差异化鲜啤产
品，低投入，高利润，诚邀各市县经
销。 机不可失，即电 18975128091

创办环保砖厂 年利百万不是梦
国家明令禁止实心黏土砖，政策支持新型墙材，通过矿渣、

粉煤灰等工业废弃原料与水泥混合搅拌， 添加中天创新专业研
发的高效浓缩发泡剂，生产的免蒸加气块，广泛应用于城乡建筑
墙体。 办厂即可盈利！ 欢迎实地考察合作！

上门建厂、统一管理、专利技术、专业设备、无需经验即可成功创业

企业热线：400-027-8198 18717158109 www.ztcx.cn

公办教师/医护：统招师范
医卫类毕业 13332516331广东招

麻将机程序
麻将机按您的要求装程序，扑克分析
仪桌面上不放东西，高清博士伦眼镜
变牌衣牌具等13467671788

湘潭牌王 13327222456
秘传扑克搬运术，怪异手法：斗牛、
跟三、打哈、字牌。 失传秘技。

大量收购癞蛤蟆（蟾蜍）
联系电话：13537308598

大额资金寻优质项目
028-86660850

诊所招聘内科医师
有执业证护士，药剂员 13607435079

万事达专业贷款
专业办理个人企业贷款 10
万-800 万无抵押低利息免
担保。 速贷专线：
0731-83861032 15874811867

理财、借钱找中纳联
民间资金专业运营商诚邀您的加盟
合作加盟 ：15874873980
贷款理财热线：83527205
地址：五一大道中隆国际 21 层

214m2 空门面转让
地铁口万家丽广场 13755047478

座落于下宜园 12 号， 权证号：私
009597； 共有权证号 000333、
000334、000335、000336，作废。

顺富贷款
无抵押为个人企业办理 20-500 万大
额贷款,快速过件贷款额度高,区域不
限 0731-82698996、13723864172

公 告

寻缘女子叶 29岁温柔持家孝顺善
良经济优寻健康男圆梦，通话满意
有缘助发展 15079399339亲谈

体贴男 54 岁退伍军人爱妻逝世多
年诚寻贤妻良母型女士为伴做你
值得去爱依托的男人 15914042123

真诚求缘

牵手是缘：徐小姐 29 温柔貌美夫老
总无孩离寻真诚男相处不嫌你一无
所有给你幸福 15622701573本人

交友 联谊
郑重提示：交友请核对身份，交往请慎
重，警惕骗子行骗，切勿盲目经济往来

爱心驿站婚友
高新聘红娘 82338912
女 39 离未育私营高收入房车齐貌美性柔
征 52 下 懂 情 成 家 男 15387550002
女 50 丧私营多年房多套及门面不嫌贫穷
求幸福晚年 可 落 户 女 方 13548765783
女 42 离部队转私企老总高品味高收入房
车 齐 征 体 贴 男 生 活 15111233789
男 60 离儿女成家领导干部退休豪宅一栋
身 体 棒 征 55 下 健 康 女 13469453938
交友女 32 离无孩经商独住宽房时尚
浪漫性感迷人交浪漫激情男 18274806324
交友女 38 离自创公司房车齐生活优
裕情感孤独不想婚约交友 13667306698

谭芳 430105198403226121身份证
遗失声明作废。（2008年签发）

郑重提示：本栏信息不作法律依据，请慎重核对对方身份、资信，切勿盲目经济往来广告 元/行起 公告 元/行起 每行按 13个字计35 40

刊登
热线 0731-8446480113875895159 星沙代办点：13607490384

宁乡代办点：８７８７９０１８
岳阳代办点：18973045315

湘潭代办点：13307326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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