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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份到了吃螃蟹的黄金季节，
我们三个资深吃货组成一个“寻蟹
三人团”，根据广大食友们推荐的湖
南省美食地图，按图索“蟹”，驱车
前往位于望城格塘镇的千龙湖度
假区去见识一下袁隆平先生曾为
之题词的“八百里”大闸蟹。

到了千龙湖，还没来得及好好
看看湖景，就前往千龙湖的大闸蟹

销售区。好家伙，这些大闸蟹每只
都比平时看到的要更加个大体肥，
一行人看了直呼爽。八百里大闸蟹
果真是“横行八百里”，一只只圆圆
滚滚，蟹壳油亮，动作敏捷凶悍，密
生绒毛的螯足像钳子般强劲有力，
显得霸气十足，一旦被它的螯足夹
上，估计要费好大劲才能挣得脱。

据一名肖姓工作人员介绍，八

百里大闸蟹采用大湖流放、人放天
养，清冽的湖水，茂盛的水草，丰富
的浮游生物， 给予螃蟹天然的滋
养。另外，辽阔的水域让螃蟹的活
动和觅食范围广泛，活力强，蟹肉
鲜嫩肥美，其营养价值和口感与阳
澄湖螃蟹越来越接近，但价格却比
阳澄湖大闸蟹便宜30%。

八百里大闸蟹都经过了严格
的人工挑选，确保每只上市的闸蟹
膏多黄满，礼品包装也非常讲究精

美，送礼绝对够面子，不愧为“食之
珍品，礼中黄金”。这名肖帅哥一边
忙活一边不忘介绍：“本地蟹从养
殖基地蟹起水到餐桌， 最快可在4
小时之内， 确保大闸蟹的新鲜。”
“原来一天卖100多公斤， 现在进
入高峰期日销量可达900公斤。”
难怪千龙湖水产区站满了排队购
蟹的游客，大家就是要品尝刚从养
殖基地上水的新鲜美味的八百里
大闸蟹。

按图索“蟹”，美味千龙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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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九银十” 狂欢节要到
了。为了让你玩得更嗨，苏宁在
今年的“双节”砸出20个亿，即
日起，就可去门店领取600元红
包。

除实惠商品外， 苏宁今年
还推出“美男”攻势。9月19日，
苏宁万家丽路旗舰店开业，将有
2013快乐男声现场助阵， 不管
是有家电购买需求的，还是专门
追星的，都可以一睹为快。

“快男”助阵开业

9月19日苏宁万家丽路旗
舰店正式开业， 将为星城人民
呈现一个“汇聚高端家电、时尚
新品首发、造就顶尖精品巅峰”
的家电圣殿，打响中秋、国庆双
节促销的第一枪。

值得一提的是，9月22日，
2013�“快乐男声长沙苏宁见面
会”将在万家丽路旗舰店举行。
届时，2013快乐男声将亲临现
场，助阵万家丽店开业。

开业期间， 苏宁分别针对
不同消费时间段、 不同消费方
式的消费者需求量身定做，从
价格、货源、赠品等方面着手，
联合全球百大一线品牌、8大银

行等共同推出多重优惠。 如带
来预存20倍翻、 满千返两百上
不封顶、大牌团购、价格直降等
各类优惠活动。

店庆带来海量特惠机型

9月18日至9月22日， 苏宁
五一广场超级店将迎来7周年
店庆。届时，苏宁将联合各大主
流商家开展联动促销。 店庆期
间，主打预存倍翻，购物赠食用
油、超值换购彩电、ihpone5和
三星微单满额送等多重优惠活
动。

另外，针对银行卡用户，苏
宁联合建行、工行、中行等八大
银行推出“八大银行卡刷卡三
零分期”活动：消费者在苏宁购
物单件满1500元刷卡办理12
期或6期分期即可参加“0利息、
0首付、0手续费”活动。

实际上，早在8月底，苏宁
就联合供应商从营销规划、货源
准备、促销资源投入等多方面多
次洽谈，通过规模采购，降低成
本，推出“海量特惠”专项营销举
措，如美的烟灶套餐特惠价仅售
1498元，合资名牌174升两门冰
箱仅售1399元等。

苏宁砸20亿 启动“双节”攻势
“双店”同庆，有大礼包送，还有快男现场助阵

即将在苏宁万家丽路旗
舰店亮相的海尔家电体验
馆， 将在中秋节期间同步回
馈消费者。9月19日-21日，售
价 7999元超值套餐等你享
用，超值套餐内含冰箱、洗衣
机、冷柜、空调和32寸LED彩
电、热水器。

还有购海尔冰洗套餐，
送大礼活动，购冰洗套餐达2
万元， 就送价值1380元海尔
高清行车记录仪；购冰箱、洗
衣机、冰吧单件达1万元送价
值299元的海尔保鲜套装。

同时， 海尔 4K超高清
LD50H9000中秋店庆开业钜
惠， 仅售7990元，LD60A5000
钜惠售价6990元。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杨迪

一个满足消费者整个家庭
用水需求的解决方案诞生了。

9月17日，智·汇水未来2013
年用水趋势暨海尔热水器新品
发布会在长沙召开。现场展示全
球 首 个 智 慧 家 庭 水 生 态 系
统———海尔秋季新品E9系列。

跑车的外观， 聪明的大脑，
能够采取智能方式解决消费者
家庭热水、供暖、净水、软水等几
个方面的用水需求，不仅能实现
家庭24小时热水供应，而且达到
A++的节能标准，相较于单产品
组合，节能效果达到40%以上。

海尔相关负责人介绍，海尔
智慧家庭水生态系统具备太阳
能、热泵两种加热方式，优先选
择更节能的太阳能加热，可实现
一加一大于二的节能效果。“海
尔热水器将实行终身免费包修，
这意味着往后即便是一粒螺丝
坏了，海尔都为消费者解决。”

“整体的解决方案非常完
善，想的比我们自己还要周到。”
现场海尔粉丝李小姐说。

其实， 早在该新品推出之

前，海尔热水器就根据当下消费
者普遍反映的用水难题，在互联
网上建立了交互平台，和网友沟
通用水的需求和解决办法。同时
也开始为网友提供了更加智能
化、多元化的智慧家庭水生态系
统做体验。

中国家电协会秘书长徐东生
认为， 水器行业早在2010年就已
经启动了第三次革命的浪潮。针
对之前第一次安全革命，第二次速
热革命，第三次革命的焦点集中在
了节能之上。如果说热水器前三次
的技术革新都是单一的产品创
新， 那么此次海尔智慧家庭水生
态系统则带来了第四次革新，推
动了整个行业由单产品向系统化
转型，引领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

据了解，前不久，海尔热水
器以9%的市场占有率登顶全球
第一，同时被世界影响力组织评
选为世界名牌产品。海尔热水器
完成了由“中国第一”向“全球第
一”的转变，直接推动了中国热
水器产业的转型升级。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杨迪

海尔发布全球首个智慧家庭水生态系统
节能效果达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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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喜临门，
海尔带来多重好礼

9月6日，2013年柏林国际电
子消费品展览会（以下简称IFA
展）在德国举行。作为世界上规模
最大、参展水平最高和影响最广的
消费类电子产品展览盛会，IFA展
已被公认为全球家电产业发展趋
势的风向标。

今年的IFA展上，代表着未来
家庭生活的智能家电产品成为了
现场最受关注的焦点。在IFA展现
场举行的第九届“中国家用电器创
新奖”颁奖典礼上，海尔帝博对开
门冰箱凭借着精致时尚的水波纹
灵感设计，以及艺术外观、大容量、

恒温保鲜、 最静音等诸多创新因
素，最终荣获“设计创新奖”。

随着智慧家庭理念的盛行，智
能家电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作
为家庭智能终端，智能电视自然成
为展会中的关注焦点。 在展会上，
海尔电视首次亮相OLED产品，展

示其多元化的技术创新实力。此
前，被公认在未来将全面取代传统
LED液晶屏的OLED，以其与4K画
质相结合所达到的高清晰度，更加
轻薄以及可视角度更大等优点，广
受业界关注。

从4K超高清， 再到OLED面
板，智能电视行业回归画面本质毋
庸置疑。 在此次IFA展上全力出
击，海尔电视“带给用户创新的生

活体验”， 以极具颠覆性的创新产
品和人性化智能操控体验，向世界
展现出中国品牌强大的潜力。

为祝贺海尔斩获世界荣誉，在
活动期间，苏宁联合海尔推出包含
冰箱、洗衣机、冷柜、空调、32吋彩
电、热水器的超值六件套，7999元
就可轻松搬回家。另外，顾客购海
尔冰洗套餐满2万元送价值1380
元海尔高清行车记录仪。

大容积最节能 海尔帝博冰箱获IFA展“设计创新奖”
———9月19-�9月21日苏宁携手海尔聚惠中秋

当前， 全党上下正在深入开
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
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为下一阶段金融工作指明方向。

央行行长周小川近日在《求
是》杂志撰文指出，要切实推动
包容性金融发展，适度放宽市场
准入， 支持小型金融机构发展。
推进存款保险制度建设，为小金
融机构创造与大型金融机构公
平竞争的环境。促进具有融资功
能的非金融机构规范发展。

中国民间投融资协会常务
副会长、盛大金禧投资集团董事
长盘继彪认为，当前，金融市场
仍显疲惫，资金滞流仍是突出问
题。首先金融服务信息平台与中
小企业信息不对称， 许多中小企

业相应的融资需求无法满足。另
外，受金融动荡的影响，中国老百
姓普遍保持“不敢花钱”的态度，
导致国内消费水平下降， 内需无
法拉动经济增长， 这直接影响国
内部分实体企业发展。 推动包容
性发展，民间资本将大有作为。

据相关人士透露，盛大金禧
投资集团是一家以民间资本运
作为核心业务的集团化公司，经
过16年的探索与奋斗，旗下拥有
多家分、子公司，遍布各省市区。
除此外，集团为了能够更好的为
中小企业提供融资服务，计划启
动一项快速融资平台 （P2P模
式)，将会在10月份正式推出。

■通讯员 邓红丽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刘永涛

推动金融发展，民间资本大有作为

苏宁万家丽路旗舰店海尔体验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