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月19日， 升级改造后的国美
大华新活馆正式开业。国美大华新
活馆华丽变身，将会给消费者带来
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体验式营销模
式。丰富的产品、专业的服务导购、
完善的售后服务，从4月19日起，就

这儿让你爱不够。
一站式服务“无与伦比”

国美大华新活馆的一个突出
的亮点就是，在卖场为消费者提供
一个全方位的家庭品质生活解决
方案；各大产品展示区域配备的是

国美专业的销售服务员，他们将会
更加客观，不带品牌偏见的为消费
者推荐商品。升级后的大华新活馆
内设置了不同的用户体验厅，给消
费者带来梦幻般的体验感受，馆内
全场WIFI网络覆盖， 让您尽享网
络生活乐趣！

与此同时，改造后的新活馆卖
场，将在固定区域设置大型综合服
务台，集结款、咨询、换货、延保办

理、发货、验货、退货、会员办理、小
件商品销售、积分查询、赠品发放
等服务于一体，给顾客提供“一站
式服务”，最大化节省顾客时间。
千万让利打造最优性价比

据湖南国美总经理张仁勇介
绍， 经过升级改造的大华新活馆，
接待能力和销售实力都将提升一
倍， 可吸纳的人流量将比以往高
20%以上。

国美电器一直以“低价策略”享
誉家电市场，为庆祝新活馆开业，湖
南国美继续以实实在在的让利回馈
消费者，预存10元现金抵600元；购
买冰箱、洗衣机、空调、彩电、厨卫、
小家电单件满500元送500，套购满
8888元送32英寸液晶电视，活动期
间到国美购物凭当天购物发票即可
在服务台换取刮刮卡一张， 将有机
会获得ipad2一台。

经济信息…

外币 钞买价
英镑 908.68
港币 78.83
美元 611.92
瑞郎 640.74

外币 钞买价
日元 6.075
加元 582.1
澳元 616.72
欧元 778.62

截至4月18日18时，数据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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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便宜这个季节， 用开满鲜花的装
扮来融入春天，对消费者而言，都
是在展示自己对美与生活的无限
热爱。 设计师们则负责将这春色
融入自己的作品。 无论是针织衫
上精致的小绣花， 或者是裤子上
抽象的水墨画， 都在商场各个角
落里绽放。

上装：云想衣裳花想容

想到商场橱窗里找到一点春
天的气息， 显然不是一件难事。
C&A夏日色彩缤纷系列也推出了
印花长裙， 为职场女性干练简洁
的装扮带去一丝俏皮活力的元
素 。 花朵并非女性的专利，在
Zara、太平鸟等专柜里，也有不少
男装上簇拥着红艳的花朵， 配一
件深色外套，若隐若现别有洞天。

下装：乱花渐欲迷人眼

如果将裤腿夸张地想象成树
干， 那么不同种类的花藤攀沿而
上，竞相盛开又是一番美艳景象。
HM的设计师就选择了此类设计，
一支开满各类鲜花的藤蔓， 从裤

脚开始向上生长，五彩的，还能看
见蝴蝶飞舞。 而红黑强烈对比的
印花带来很强的视觉冲击， 充满
田园风味的小碎花随着雪纺的短
裙飘舞。

配饰：千树万树梨花开

配饰上也不乏设计师费尽

心思的将花朵元素派上用场。
Marc� Jacobs当家的小雏菊香
水， 瓶盖里开出简单的五瓣花
来。即使是包包，除了整包的印
花外，独立剪裁的立体花朵装饰
也在宣告春天的到来。更不要说
耳环、项链的“花团锦簇”，这个
四月好不热闹。

■记者 朱蓉

周四， 沪铜8月合约大幅下
跌 ， 收报50530元 /吨 ， 跌幅
4.01%， 持仓量大减3.76万手至
32.9万手。沪铜1308合约受经济
形势不佳影响直接跌停，预计后
市仍有下跌空间。

周四股指期货主力合约
IF1304探底至2424点附近被多
方阻击， 快速上冲至2479点遇
阻回落。截至收盘，IF1304合约
报收2459.8点，上涨0.34%，资金
大幅移仓IF1305合约。 现货方
面，沪深300股指上涨0.26%，成
交量环比小幅减少。

沪深300指数从技术上看，
周四报收小阳线， 成交量出现
萎缩。 中短期均线继续空头排
列，短期市场弱势格局依旧。后
市能否持续反弹需量能进一步
放大，短期面临方向的选择。

周五操作上继续保持观望。

什么是CRB指数？ CRB指
数在最早（1957年）称为商品研
究局指数， 后于2005年最后改
称CRB指数或RJ-CRB路透指
数。CRB指数主要涵盖原材料性
质的大宗物质商品，是目前应用
最广泛的全球商品价格指数。

■德盛期货研究中心 潘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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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本国货币， 做国际交易”。
人民币保证金双向外汇宝，中行首
创！从此您只需用人民币账户即可
开展外币交易。依托本币，争锋汇
海，双向交易，多空皆利！

“财富梦想，跃然纸上”。中国
银行隆重推出“白银宝”账户白银，
无论是实现财富的保值增值，还是
获取投资收益，中行白银宝都是您
的全新选择！

黄金：黄金自上周五开始遭遇
血洗，下破三年以来重要区间底部
1520，跌幅高达15%。中行双向宝
策略：如短期金价无法反弹至1420
上方可继续逢高卖空， 中期目标
1250，止损1425。

白银： 银价跌势更甚于黄
金，自上周五至今，累计下跌逾
5美元 ， 最大跌幅逼近20%，最
低位22.04美元。白银宝策略：建

议暂观望，勿轻易参与短线博反
弹。

日元：G20会议召开在即，日
元先涨后跌，最高反弹至96一线后
再次回落。 中行双向宝短线策略：
短期或陷入震荡，关注96-99的区
间突破。

澳元： 澳元自1.058的高位回
落，短期或仍有回调需求。中行双
向宝策略： 逢高卖空澳元， 止盈
1.02下方，止损1.058。

欧元： 本周欧元走势挣扎，一
度大涨至1.32，随后重归1.30。中行

双向宝短线策略：1.30-1.32突破
后顺势建仓，止损设在震荡区间内
即可。

英镑：自1.54的高位回落，考
虑到1.52下档存在支持， 下行空
间或受限。 中行双向宝策略：可
在1.52下方继续逢低买入英镑，
止损 1.50， 维持目标在 1.545、
1.56。

以上仅为个人观点，不代表所
在机构。汇市有风险，投资须谨慎。
■中国银行湖南省分行外汇交易
员 李浩

五一小长假的前一周，商家们
已经开始为促销大战蠢蠢欲动，哪
盘是你的菜呢？
运达美美国际名品商场

4月20日至24日， 凡受邀客户
通过运达美美VIP定制服务系统订
购货物，可享受折上95折优惠。
步步高广场长沙店

即日起至4月26日， 在百货单
柜、餐饮、超市现金消费满200元送
50元五一欢乐购物礼券，单张小票
限送2张。
通程商业广场麓山店

4月20日14点起，全场限10小时
满199元减120元，会员加送券，黄金
每克直减50元。
新世界百货

即日起至4月21日， 春品5折
起， 满100送100， 黄金每克直减30
元，特例商品除外。
悦方ID�Mall

即日起至 5月 1日，morellato、
Sector部分商品5至7折，Miss�Sixty
部分商品5折。

■记者 朱蓉

人间四月天，
本季花朵元素正流行

沪铜8月合约暴跌4.01%

… 期货知识

非美整体走软，金银崩盘下跌

对有新装需求的朋友，却纠结
于是否取消“五一”出游计划，赶去
卖场添置家电。

其实，不需要等五一，现在买
家电，一样很划算。

今日，通程电器在全省范围内
举办大型团购会，满500即返100，
满1000即返200，以此类推，上不
封顶。

谈及本次大手笔的活动力度，

通程电器副总经理田刚坦称，本次
超级团，各大厂家给出的独家特惠
资源已经敲定，众多国内外一线品
牌均会参与进来。这种活动形式与
其它商家也有不一样的地方，即各
品类家电均有品牌参与本次活动，
因此，消费者在购第一件商品时并
无品类限制。对于精明的消费者来
说，就可选择先购买价格略高的大

家电，再用返的券直接用于购买小
家电，省去“先花小钱，再用大钱套
小钱”的顾虑。

在家电促销活动中，厂商联动
的双向让利，也成为消费者在活动
中购买到实惠家电的有力保障和
支撑。今日至21日，通程电器就联
合美菱、长虹启动战略合作，集采
直销0利润销售。 届时，51寸3D电

视节能补贴后成本价2999元，60
寸安卓智能3D云电视节能补贴后
成本价5999元，长虹32寸彩电+美
菱180升冰箱+美菱5公斤洗衣机
组合成本价3497元。同时，为普惠
于广大消费者，通程电器全省50家
门店均参与本次活动，有购买需求
的市民， 今日起即可前去享受实
惠。

现在买家电，“五一”放心出游
———今日，通程电器会员超级团，满500返100

国美大华新活馆“就这儿让你爱不够”
———大华新活馆4月19日盛大开业

某品牌商场专柜展示的当季春装。 记者 朱蓉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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