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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3月27日讯 3月27日，2012年全省体
育彩票工作会议在长沙召开。来自全省14个市
州的体育局局长、分管副局长、体彩分中心主
任以及全省各县（市、区）体育局局长和省体彩
中心全体工作人员参加了会议。

2011年全省体育彩票共销售23.58亿元，
筹集公益金6.48亿元， 上缴税收达7434万元，
并为社会提供了上万个就业岗位。

2012年湖南体彩将围绕国际赛会和幸运
赛车，加大宣传营销力度，提升销量，实现强彩
目标，力争今年进入全国前12名，再为社会提
供2000个就业岗位。

省财政厅综合处处长祝孟辉对湖南体彩
近年来取得的成绩表示充分肯定，勉励体彩机
构克服当前存在的一些困难，将我省体彩提升
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并通过多种渠道彰显体
彩公益本色。

省体育局局长李舜表示，省体育局将进一
步加大对体彩事业的支持力度。要利用当地体
育场馆设施、各类体育赛事和全民健身活动宣
传体育彩票， 重点做好体彩公益金项目的宣
传。从今年开始，在全民健身路径、城市健身广
场、乡镇体育健身工程、社区健身设施的建设
上，重点向体育彩票销售得好的市州县倾斜。

■通讯员 蒋晓琴 记者 侯小娟

“真正的让利，才是做好本次消费促进的
根本”，湖南苏宁电器负责人信心满满地说道。

4千万消费券全省免费发放
据了解，苏宁电器联合国内外500多个

主流家电品牌，全面下调家电产品的价格，
预计家电产品的最高降价幅度将达40%，
消费者将得到最大的实惠！ 在下调产品价
格的同时，苏宁本次也将全城发放4千万的

消费券。
即日起至4月30日，即可至苏宁全省各

门店申领面值为600元一套的苏宁特惠消
费券， 享受大实惠。 可在成交价基础上直
降，也可与其他活动同时参加。

天天有大奖，汽车、彩电、空调、Ipad任
你抽

有优惠是硬道理！但更大的优惠才能赢

得消费者！ 3月29日-5月2日， 凡光临苏宁
电器全省各门店的消费者， 即可参加抽汽
车、液晶电视、空调大奖活动，开奖时间为4
月28日-5月2日， 每天由公证人员将抽出1
台汽车及10台42寸液晶彩电、10台1.5P空
调大奖。

此外，苏宁五一广场店、步行街店、东塘
店、 麓山店、 万家丽路店通过征集市民的
“消费体验”， 苏宁微博将及时发布顾客的
消费心理。通过微博抽奖来评出“最佳消费
明星奖”，届时将有Ipad赠送，赶快晒出你

的微博吧。
29日限时特卖创纪录
为将消费促进月的头炮打得更响，3月

29日14:00-22:00， 苏宁五一广场店选出
数台特价机全城放“价”销售，每个品牌限
前20台，惊喜到底！此外，记者了解到，29日
消费者只要来参与苏宁电器活动的启动仪
式，均可免费领取消费券及抽奖券。

湖南苏宁电器负责人说：“我们只有一
个目标，就是让消费者花最少的钱，买到最
好的产品！”

4000万消费券 5辆汽车大奖 50台液晶彩电 50台空调
苏宁电器免费发放4000万消费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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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未晓芳 实习生 高立

“万物生长此时，皆清洁而明净。故
谓之清明。” 对清明节， 古书上这样解
释。2500年前，清明节就有两大活动：祭
祖扫墓和踏青春游。

时至今日， 这两大习俗一直延续
着。不同的是，如今的清明节，多了商家
们的“深耕细作”，凸显出了日渐成熟的
商业气氛。

扫墓 iPad和菊花都挺火
旧时， 人们扫墓要携带酒食果品，

还要烧纸钱，为坟墓培上新土，并插上
柳枝。

如今，扫墓还是照样扫墓，祭祀品
却越来越新鲜了。除了“金山银山”、“汽
车高楼”，甚至“电脑”、“手机”等都变成
固定选项了。

长沙下河街上一家名为“高峰香烛
批发”的店铺最新上架了一批清明节用
品，各种纸质冥品无所不有：男式唐装、
男士衬衫、麻将、香烟，甚至手机、笔记
本电脑、家用电器套装等。

而有些地方，纸质iPad也加入冥品
阵容，10元/台。对此，长沙市民高先生
就表示：“我父亲生前就喜欢摆弄新鲜
玩意赶时髦，如果附近店铺里也有卖的
话，我愿意买。”

胡女士则认为， 扫墓只是寄托相
思，她更愿意带花篮过去。据了解，清明
节前， 墓地周围的菊花花篮近乎脱销，
价格也经常会翻倍。

踏青 穿上户外装 来个短线游
清明节在每年的4月4日至6日之

间，正当春光明媚、草木吐绿，也是踏青
春游的好时候。

这几日，长沙天气晴好。除了扫墓，
不少市民已开始计划出游。“准备带全
家到长沙周边的农家乐去玩一天，好好
放松放松。”高先生说，时间短，不方便
出远门，在家门口休息两天也很舒服。

据了解，由于前期持续阴雨，不少
单位将三八节的出游踏青推迟到清明
节前后，“一举两得”。

踏青的专业装备就是春装和户外
装。记者走访长沙市场了解到，天气转
晴后，商家卖力促销，春款折扣较大，销
量大幅回弹，尤其是户外品牌。一淘网
的分析师也认为， 随着天气越来越暖
和，春装或将在清明节左右迎来晚到的
销售高峰。

3月23日上午9时， 第86届全国糖酒商
品交易会在成都世纪城新国际会展中心隆
重开幕。 劲牌公司在主会场3号馆以120平
方米特装参展。劲牌劲酒、韵酒、参茸劲酒、
劲牌十全酒等保健酒产品及个性化定制产
品，全阵容盛装亮相，受到参展客商的热情

关注， 彰显了劲牌公司专业健康企业的品
牌形象和企业实力。

劲牌劲酒和韵酒是劲牌公司着力研发
的保健酒战略新产品。“酒有价， 健康无
价”， 劲牌劲酒由国医大师颜正华组方，精
选西洋参、龟板等上等本草，调养元气，激

发身心内在能量与平衡，酒体经窖藏陈酿，
给您带来醇香绵柔的享受， 更具有平衡协
调的健康内涵； 而选用赤霞珠葡萄酒作为
基酒的韵酒， 作为劲牌旗下的全新保健酒
产品，萃取玫瑰、百合、葡萄籽中的养颜因
子，经冰点陈酿而成。14度的酒精度时尚健
康，红宝石般的酒体细腻柔滑，绵长悠远。
此外，劲牌专享定制保健酒，从区域定制到
个人定制，从包装定制到酒体定制，用雄厚
的专业实力满足不同消费者的个性化需
求，以务实创新为动力，持续为顾客提供更

健康、更优质、更专业的产品和服务，使我
们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

一直以来，劲牌公司始终以“按做药的
标准生产保健酒”为技术理念，不断进行产
品升级，在稳固大众化消费市场的同时，积
极探索中高端保健酒消费市场。 通过本次
成都糖酒会的宣传推广， 对劲牌全线保健
酒产品和个性化定制服务进行了有效展
示，彰显了公司深厚的专业实力，进一步提
升了劲牌公司健康食品专家的品牌形象。

■韩亮亮

彰显专业健康企业形象
劲牌保健酒全阵容亮相成都糖酒会

冥品中添了“iPad” 还有人专职代理扫墓

清明祭出新生意

本报3月27日讯 今天上午， 由湘潭市委、
市政府和江苏省国信集团联合举办的昭山晴
岚项目暨昭云大道开工仪式在湘潭举行。省委
副书记、省长徐守盛宣布项目开工。古潇湘八
景之一的“山市晴岚”不久将在湘潭昭山得以
重现。“昭山晴岚” 项目主要包括体育休闲公
园、山地自行车道、晴岚书院、低碳小镇、凤凰
新街、欧洲文化街等，建设开发周期为8-10年

■记者 刘玲玲

古潇湘八景之“山市晴岚”
8年后将重现

2012年全省体彩工作会议召开

“清明经济”正成为商家眼中的香饽饽。2009年开始，杭州等
地不少饭店已顺势推出“追忆家宴”，专门针对面向趁清明团聚
的家庭。价格400元-800元不等，主打马兰头、春笋等时令山蔬。

记者在长沙走访发现， 很少见到餐饮店在清明节前打出团
聚广告语的。长沙一家大型餐饮店老板说，这或许是个商机，清
明节是传统节日，感恩、团聚是清明节的特征。现在人们生活节
奏快，在外聚餐有可能成为主流。

清明节催生了一种新的职业—代理扫墓
人。目前，有人在网上开设网店，基本业务包括
清理墓地、摆放祭品、烧香等，还可以根据顾客
要求量身定做服务。

“念悼词50元； 磕头一个50元，3个起磕；放
声大哭100元；喊声爸妈100元。有些服务是顾客
提出来的，能满足的我们尽量满足。”杭州一家
网店店主说。 整个代人扫墓过程持续20至30分
钟，代理扫墓人要将过程用摄像
机拍下，将视频传给顾客，然后
通过支付宝完成交易。

据了解，他们的服务对象一
般是身在省外、海外，或工作繁
忙无法脱身的年轻人。

网上有人代理祭祖扫墓

酒店推出“追忆感恩宴”

商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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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3月27日讯 2800米爱情风筝放飞仪
式于28日在常德桃花源镇举行。风筝由500个
独立的风筝串联而成，每个独立风筝上都将粘
贴征集来的情书、 情侣合影照和爱的心愿。由
于其拉力在500公斤以上， 整个放飞风筝团队
将多达50人以上。 ■记者 唐能

2800米爱情风筝放飞常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