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月8日下午，2013年湖南省
业余足球联赛七人制组的决赛在
人民体育场进行，最终，四海海映
队以3∶1战胜湖南体彩队，获得冠
军。 本次比赛总共84场比赛中打
进432球， 来自长沙市一中队的
刘俊涛还以8场比赛进10球获得

最佳射手。 湖南省足协秘书长骆
翔表示：“这是湖南目前业余足球
水平最高、场地最好、参赛人数最
多的一次比赛， 类似的比赛以后
将会继续举办。”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刘涛
实习生 李瑜

七人制足球赛四海队夺冠

9月7日下午，2013长沙市第
八届运动会篮球赛（市直机关组）
暨第七届“红牛杯”市直机关职工
篮球赛， 在湖南广播电视大学体
育馆拉开帷幕。 尽管这只是一项
市级的比赛，但也热闹非凡。

本届比赛为期11天，共有64
个单位参加， 比赛分为男子五人
制机关组、系统组、女子五人制、
三人制四个组别进行。 虽然观众
人数比不上NBA、CBA， 但参赛
队伍可是完胜那些顶级赛事。
NBA30支球队，最多450名球员，
但这届篮球赛参赛队伍达到78
支， 参赛运动员更是接近1200
人。在9月7日的揭幕战中，参赛球
员悉数到场自然是不必说， 观众
人数也不少。由于是周末，很多都
是家庭全体出动，爸爸上场打球，
妈妈和孩子在场下加油。最终，在
揭幕战中，省坪塘监狱队以51∶39
战胜市商务局队。

热闹不仅仅在场内， 赛事主
办方还在场外设置了一些球迷的
互动游戏，添加“红牛潮运动”官
方微信平台， 就有机会参与现场

互动活动，赢取丰富的礼品。对于
业余篮球在长沙的火爆， 长沙市
体育局副局长江哲明总结说：“首
先这项运动群众基础就好， 运动
本身易学，场地多。另一方面，政
府对这项运动组织和引导得较
好，整合裁判、场地等资源，让赛
事有序。”他认为篮球的蓬勃发展
对于其他项目有借鉴意义。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刘涛

长沙市八运会篮球赛开幕

78支队参赛，比NBA还热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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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爱衣做“SPA”
松下新泡沫净助力秋季大换洗

随着“金九银十” 的到来，洗衣机市场又迎
来新一轮销售旺季。 走访传统家电卖场可以看
到，各大品牌为了争夺金秋市场，早已提前“亮
剑”终端。不过，面对款式多样、功能各异的洗衣
机，消费者该如何选择呢？

其实，对于绝大部分用户而言，洁净效果无
疑是他们最关心的内容。 针对此点，松下洗衣机
推出洗净力更为强劲的新泡沫净系列波轮洗衣
机， 在高效洗衣的同时更带来手洗一般的温柔
呵护，让爱衣也能享受表里如一的清新“SPA” 。

洗净效果更出众 松下新泡沫净双节受捧
中秋、国庆双节期间，洗衣机的受关注度也

明显上升。这主要由于，夏末秋初之际，平时存放
在衣柜里的春秋装都需要重新洗涤、晾晒，而夏
季的单薄衣物也将迎来洗净、收纳的工作，此时
一款洗净能力出色的洗衣机就成了不时之需。

而在这方面， 松下新泡沫净可谓 “技高一
筹” ，它独具业内领先的新泡沫净技术，全力打
造高洗净比，成为双节市场的明星产品。

据了解，与普通洗衣机相比，松下新泡沫净
独具升级版的泡沫发生器， 在洗衣过程
中，当洗衣粉放入泡沫发生器内，洗衣粉
在进水的同时即可迅速溶解成丰富而细
腻的泡沫洗涤液， 洗涤开始阶段洗衣粉
就可有效地发挥洗净力， 从而延长了洗
衣粉的有效工作时间，充分瓦解油脂、汗
渍等深层污垢， 使得洗净均匀率大幅提
升。

不仅如此， 这项技术还有效解决了
洗衣粉残留问题， 还能为消费者的健康
保驾护航。

高档衣物要“精洗” 松下新泡沫净给
爱衣做“SPA”

时下正值金秋， 虽然气温仍然居高
不下，但俗话说“一场秋雨一场寒”，提前
准备好秋装备用也是很有必要的。 羊绒
衫是秋季常见的衣物，由于质地“娇贵”，

用普通洗衣机清洗很容易造成损伤。 在这方面，
松下新泡沫净可谓将人性化发挥至极致， 通过
搭载专门洗涤高档衣服的精洗技术， 给爱衣带
来堪比手洗的全面呵护， 彻底扫除消费者的后
顾之忧。

在洗涤过程中， 松下新泡沫净精洗技术结
合四重瀑布水流与盆型大波轮， 既加强了水流
力度，提高洗净与漂洗的效果，而且还能有效降
低对衣物的缠绕和磨损， 真正做到 “洗净” 与
“洗好”两不误。

据悉， 松下新泡沫净洗护功能目前已通过
国家羊毛洗涤性能认证，洗净比、缩水比、磨损
比三项性能指标全部达标。

作为洗衣机市场的领跑者， 松下洗衣机始
终以消费者的实际需求为出发点， 坚持技术创
新与产品升级， 不断为消费者带来与众不同的
洗衣体验， 松下新泡沫净波轮洗衣机就是一个
有力的佐证。

凭借着出众的洁净效果以及业内独创的
“精洗” 技术，松下新泡沫净也在双节市场大放
异彩，再次缔造销量传奇。

中储粮金鼎携手北京协和医院
8 月 23 日， 中储粮油脂有限公司携手北

京协和医院举行了以“营养配比 健康起跑”
为主题的科研合作暨金鼎 3D 芥花调和油产
品上市新闻发布会,此次双方的携手开创了食
用油企业与医疗机构科研合作的先河。

在发布会上，中储粮金鼎 3D 芥花调和油
的亮相吸引了大家的关注，继去年首家公开调
和油配方之后，今年更是首度公开了食用调和
油的检验方法，此举可谓是食用调和油行业又
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在本次发布会上，中储粮

金鼎 3D 芥花调和油正式亮相。 据悉，该产品
选用了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简称
美国 FDA）健康声称的芥花、玉米、橄榄三种
天然优质原料。 在产品包装标签上，笔者可以
清晰地看到所有油种的比例，其中芥花籽油占
50%、玉米油占 33.3%、橄榄油占 16.7%，严格按
照原料比例 3:2:1进行科学配比。 根据中国粮
油学会专家组鉴定报告表明，该产品具有低饱
和脂肪酸、低反式脂肪酸和低芥酸的“三低”
特点，是对抗“三高”的良好选择。

温情征集万张笑脸 荣事达冰洗金秋暖人心
近年来，中秋、国庆衍

生出的“双节经济” 已渐
成拉动家电消费的热点，
各大家电品牌无一不聚焦
于“金九银十” ，期望赢得
这场大规模的品牌营销战
役。对拥有 20年品牌历史
的荣事达来说， 今年的市
场策略更加别出心裁，以
一场覆盖 13 个重要城市的“万张笑脸征集记
忆祝福” 活动作为“营销开幕式” ，让荣事达
的双节营销充满创意，同时也唤醒了诸多消费
者对于荣事达这个老品牌的记忆。

对荣事达的记忆，有人停留在那句当年家
喻户晓的“荣事达 时代潮” 的广告语，而有人
则怀念“Royalstar” 在冰箱上的印记。 回顾历

史，从 1993 年“荣事达” 品牌
诞生，第一台“荣事达” 牌洗
衣机产品下线至今已有二十
年之久。经过了二十年发展的
荣事达，发生在千家万户的故
事自是不胜枚举。

谈到此次活动，荣事达品
牌营销总经理王国华介绍到：
“此次征集记忆祝福的活动，

是荣事达冰洗寻找老用户记忆的感恩行动。 对
荣事达而言，二十年的品牌记忆是荣事达最重
要的品牌资产，这种用户情感极为珍贵，推出
此项活动同时也是对老用户的贴心问候。 如此
温情的举动， 无论是对品牌还是对用户来讲，
都是情感维系的良好互动，同时也为即将到来
的中期、国庆营销积攒良好的人气。 ”

开拓创新业务模式，推动中西部可持续发展
飞利浦在武汉成立节能科技服务公司，开展合同能源管理业务

9月 3日，武汉—飞利浦（中国）投资有限
公司宣布：成立飞利浦节能科技服务（武汉）
有限公司，通过合同能源管理业务模式，进一
步推动高效照明解决方案的广泛应用。 武汉市
副市长邢早忠，武汉市政协副主席、东湖高新
区管委会主任张文彤，飞利浦照明大中华区总
裁梁汉峰等出席了新公司成立仪式并致辞。 成
立仪式上，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管委会还与
飞利浦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共同推动武汉及

周边地区的节能减排和可持续发展事业。
飞利浦节能科技服务（武汉）有限公司将

落户于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是飞利浦的全资子
公司。 未来其将立足于合同能源管理业务，为
景观、道路、商业、工业、办公等各领域不同类
型的客户。 新公司成立仪式后，四家武汉当地
优秀企业还与飞利浦签订了合同能源管理服
务的意向协议。 此外，2013绿色照明合同能源
管理（武汉）研讨会也于当天举行。

新品上市以“三低”对抗“三高”

体育

如果你是不用上班的体育迷，周
二真是幸福的一天。9月10日4:30，美
网将上演最重要的对决———男单决
赛。看完吃个早餐睡个回笼觉，晚上中
国男足将在友谊赛中对阵马来西亚，
也许又有很多进球看了。

小德世界排名第一， 纳达
尔排名第二，到了这个时候，谁
也不想“二”了，争第一是唯一
的选择。 这是当今男子网坛最
强的对战，如果你喜欢网球，自
然是不能错过的。 纳达尔在球

迷的印象中是红土之王， 回到
红土场就所向披靡。 但你可能
没发现， 纳达尔今年在硬地场
的比赛目前保持不败。 要么纳
达尔将世界第一拉下马， 要么
小德送纳达尔今年硬地首败。

从1∶5输给泰国，到6∶1战胜
新加坡，傅博的国家队只用了4
场比赛。 如果不是接替卡马乔
成为国家队主帅， 或许没有多
少球迷知道傅博这个人， 更没
有球迷想到他能带好国家队。

看来老傅还真是个老师傅。从
东亚杯开始， 国足一步一个脚
印走出低谷， 士气正佳的国足
本场的对手马来西亚同样实力
不强， 他们有望让球迷又高兴
一次。

凌晨看美网
晚上看国足

■三湘华声全媒体
记者 刘涛

19:35�中国男足VS马来西亚 新浪直播
老傅是个老师傅

4:30�美网男单决赛 小德VS纳达尔 CCTV5
世界第一大战硬地不败 9月10日（周二）

04:30�美网男单决赛
德约科维奇VS纳达尔

CCTV5
18:30�友谊赛
日本VS加纳 PPTV
19:35�友谊赛
国足VS马来西亚 新浪直播
22:00�世预赛
乌兹别克VS约旦 PPTV
23:00�世预赛
俄罗斯VS以色列 PPTV

队员在比赛中对抗。

小德将在美网决赛中与纳达尔上演巅峰对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