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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贵10倍退差，再赢万元奖金

喜盈门发起“全城比价”
对于家居建材行业来说，

今年的春天来得有点“早”。家
装公司提前开工抢滩市场，卖
场早早进入促销节奏，消费者
积极响应，商家人气较往年也
有较大增幅。

本周末，2014国际瓷砖
橱柜卫浴节将在喜盈门建
材家具广场落下帷幕。作为
马年首场家居建材盛会，国
际瓷砖橱柜卫浴节迎来了
数万名消费者，销售业绩与
旺季相比也毫不逊色。记者
就此采访了喜盈门相关负
责人，该负责人表示，自2月
15日启动国际瓷砖橱柜卫
浴节以来，喜盈门家具建材
广场凭借超低价购买名品
瓷砖橱柜卫浴、 现金直返、

定金升值以及超级大奖等
举措， 受到了消费者的热
捧，也为喜盈门迎来2014
年名副其实的开门红。同
时， 在喜盈门建材家具广
场的号召和组织下， 全场
入驻品牌共同建立最低价
公约， 承诺业主在喜盈门
的成交价不高于全市任何
经营场所， 保证市民放心
消费。

公约约定， 消费者如
发现在喜盈门购买的产品
价格高于其他经营场所，3
天内可凭其他购买点发票
及喜盈门商场统一购物凭
证， 向喜盈门客服中心举
报，经商场核实后，除返还
差价外， 再按差价的10倍

予以赔偿， 并给予10000元现
金奖励。

为了兑现公约，喜盈门制
定了严格的商品价格管理制
度，对于违反规定的商户进行
严格教育和处罚； 与此同时，
喜盈门委派专人负责落实明
码实价举措， 建立物价数据
库， 对各展厅的价格进行自
检、巡检、抽检；并派出专门的
市调队伍，对市场上同类商品
的价格进行实时掌控。

从今天起 ，2014国际瓷
砖橱柜卫浴节将进入 4天倒
计时， 豪装公寓、GUCCI/LV
包、 范城购物卡大奖仍在持
续抽取， 有建材家具购买需
求的消费者可抓紧最后机会
参与。 ■记者 张丹

家居兴起全产业链浪潮
地板大鳄布局整体厨房

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3·15施行
多项条款涉及装修维权

刚在某楼盘收房，广告短
信就来了；网购的建材家具货
不对版，却遭遇退货难……这
些令消费者倍感头疼的事，在
今年的3·15有望得到解决。最
新修订的《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将于3月15日正式施行。新
法中进一步细化了消费者权
益， 强化了经营者的义务，其
中不少条款涉及到装修维权。

广告短信、 电话令人烦不
胜烦？修改后的法律强调，经营
者及其工作人员对收集的消费
者个人信息必须严格保密，不
得泄密、 出售或者非法向他人

提供。同时，经营者未经消费
者同意或者请求， 或者消费
者明确表示拒绝的， 不得向
其发送商业性信息。

装修维权举证难？鉴定
费用太高？新法规定，经营
者提供的耐用商品或装饰
装修等服务，消费者自接受
商品或者服务之日起六个
月内发现瑕疵， 发生纠纷
的，由经营者承担相关举证
责任。

网购建材家具到底靠
不靠谱？新消法明确，经营
者采用网络、电视、电话、邮

购等方式销售商品， 消费者有
权自收到商品之日起七日内退
货， 且无需说明理由。 这是网
络购物“后悔权”首入消法，也
是消法第一次对网络购物做出
规范。

湖南省室内装饰协会会长
姚保林认为， 家装行业的标准
和规范并不少， 但是大多是指
导性的，而非强制执行。“《消费
者权益保护法》是强制性法规，
它的施行， 意味着消费者权益
有了法律支持， 保障也就能更
加落到实处”。

■记者 张丹

历经30余年高速发展，中国家
居产业迎来了新的发展思路与模
式，跨界、细分、产业链延伸不断上
演，“大家居”趋势愈发明显。

继进军木门、衣柜领域后，地
板行业领军品牌圣象地板再次将
触角延伸到整体厨房， 进一步完
善泛木家居产业链战略， 成为家
居行业多元化经营、 跨界营销大
趋势的又一实例。

2月20日，“爱·收纳”2014圣
象整体厨房战略发布暨产品首发
式在广州太古仓举办。 大亚家居
副总裁冯小虎就圣象整体厨房的
项目背景、 发展规划以及运营优
势进行了全面的讲解， 并重点诠
释了圣象整体厨房主打的“理性
收纳”和“厨客”概念。

基于对现代家庭的洞察，圣
象整体厨房针对二人世界、三口
之家、三代同堂等家庭 ，规划人

性化的产品，提出“1%的外观设
计+99%的收纳=百分好厨房”，
引导感性购物、理性收纳的现代
消费观念。

圣象集团总裁、 大亚家居总
裁翁少斌表示， 进入整体厨房行
业是集团进一步打造和延伸泛家
居产业链的重要一环。为此，圣象
计划以郑州、武汉、长沙为核心，
今年内在全国开设150家整体厨
房门店。

跨界整体厨房的家居品牌并
不少见，近年来，大自然、方太、美
的、 联塑等品牌先后杀入整体厨
房领域，使市场竞争越发激烈。对
此，翁少斌认为，目前国内整体厨
房市场过于聚焦于产品外观设
计，产品同质化严重，相较之下，
圣象集团可通过整合上下游优势
资源， 建立圣象独有的全产业链
优势。 ■记者 张丹

护士、美容技师。 13908455071
诚聘中西药营业员

付律师13975826245 免费咨询
合同债务婚姻劳资法律顾问

律师 调查

25万 61m2 新房出售
河东南湖隧道口旁 13873348881

代办信用卡 1-90万
需要身份证拿卡付费 18229812060

亿雄投资为您提供股票操盘
理财， 操盘团队在 2013 年业
绩排全国前三。我们将您的炒
股资金在零风险的前提下年
稳增收益高，让您把钱放在自
己的账户上神奇般稳步增值。
结算灵活，本公司提供资产有
抵押担保。合作方式多样，一、
不包风险，你 7 我 3；二、保本
金，55 开；三、要资产抵押担
保，你 3 我 7，四、现金 20 个
点抵押 1 比 5 杠杆资金年利
保 8至 12个点。
具体面谈：13873888885 段先生
长沙万达公馆 A4 栋 501 理财部

专业炒股赚钱

湖南空港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拟对长沙黄花国际机场宾馆
整体（10133.29m2）及空港食
府部分区域（2556m2）对外招
租。 如有意向的公司请于
2014年 3月 6日前联系。

黄花
机场宾馆
空港食府

招
租

84797565、15074997984毛骁

好房出售或出租
位于长沙市中心左家塘三室二
厅二卫错层一套，精装修，家电
家具设施齐全，拎包即可入住。
电话：13875869988

转让 租售招生 招聘

长沙市社区卫生服务站招聘：
临床执业医师，执业护士，寻合
作或转让。 钟先生 18673187727

高薪诚聘医生、护士

本人在长沙万达，保利，世贸及娄
底等处拥有上亿商业房产， 部分
有产权证。 因急需流动资金求能
协助银行贷款专家级人才和个人
或单位有闲置资金欲安全增值的
借款方与我联系 。 利息月利二分左
右，大金额的可办理他项手续，高息
者勿扰。 13873888899段先生

融资借贷

专业帮你理财增值。预年化百分
之八至三十之间红利。公司股票
基金操盘业绩全国排三，民间资
金理财产品安全可靠有抵押物，
金额大可办公证产权他向。多个
实体项目合伙合作利更大。欢迎
有资金实力有资本运作能人来
公司考察投资入伙，电话，来访
获得具体内容。
公司一部：长沙万达公馆 A4 栋
501室 电话： 0731-89826273
手机：18175975683 陈总
公司二部： 湖南财富中心财座
1606 室，（运达喜来登路北侧）
电话：0731-85066138，18229891573 刘总
股票理财热线 13873888899 段先生

亿雄投资

代办信用卡 5-50万13677329019
下卡快，无前期费用

各类在经营企业或新建项目融
资借款（房地产、水电站、制
造加工业、农业、工程，矿产等
均可办理）区域不限，三百万起
贷，方便快捷。 028-68000098

国泰达投资

斗牛、金花、三根、麻将，包教包会，
有意者请电：18274832859肖师傅

赌圣反赌联盟

现代扑克麻将
专业上门安装飞针麻将机程序
定做普通扑克麻将分析仪，
适合三公，斗牛等几十种打法
13973141770，13973142770

麻将万变王
任何普通麻将随意而变不偷不换，
百人围观无破绽包教包会售高科技产品

18390805999刘人民路友阿百货旁

娱 乐 设 备
娱乐之用 严禁赌博

低价安装麻将机程序，起手听牌包
自摸。 最新单人分析仪，宽范围远距
离，知牌点保自己大牌，透视眼镜等

千王牌具

138 7311 5355晚报大道
精彩生活www.cspj888.com

自有资金专为企业及个人解决
资金困难，可项目合作，创业经
营性投资，到款快捷，区域不限。

蜀闽鑫投资 028-86622920

大额资金寻优质项目（房地
产、矿产、电站、农牧林，制造
加工等新建项目） 区域不限，
企业、个人均可。 轻松解决资
金困难。 高薪诚聘商务代表。
诚信 专业 快捷 028-68807555

发亿投资

代办信用卡 5-50万,下卡快,成功
后收费 18321170368杨

无抵押信用贷款款到付息代办信
用卡 15874981996

代办大额信用卡13975161665
5-50万（无前期费用）

搬家 回收

一定发84478678

A级诚信单位
搬家移空调 招司机搬运工

财运来特价搬家 拆装空调
85594898
搬家行业诚信经营单位

代办大额信用卡 15674956768 网络 POS机
费率 0.3，5分钟到账。 咨询：18229804252

项目投资
资金直投，寻项目合作。 企业、
个人均可：房地产、矿业、水电
站、制造业种植养殖等项目。
13813839811 025-68565613

无抵押、无担保、款到
付息 15211020569快速贷款

凭本市有效证件，当天放款，保
密无抵押（定王大厦 1621 室）

信用快贷咨
询

88706076、15116151535

代办大额信用卡13117419512下卡快，无前期费用

招商投资理财咨询
提示：本栏信息不作法律依据，请慎重审核对
方资信产品，切勿盲目经济往来，谨防受骗

凭本市身份证，当天放款，保密无
抵押（五一广场）（平和堂 908室）
84721768、18173128078

小额速借捷
胜

咨
询

你炒股、我垫资
按天数计息，有用才算 84257918各类大小项目融资借款，三百万

起贷，地域不限，个人，企业均可
手续简单 、利率低 ，放款快。
咨询电话：028-68807888

金融世家豪丰投资咨
询

POS机办理招商
刷卡 004，13973165045。

代办大额信用卡 15674971626

车站南路芒果天地正对面，广
本安大店旁，4500平米，可分租。
18874172727文先生。

旺铺招租、招商

028-68000928

雄厚资金支持各类项目融
资借款，两百万起贷，可免
抵押，个人、企业不限，地
域不限， 手续简单、 审批
快、利率低、放款迅速。

天下财富
雄厚资金

成 功 千 万 里
融 资 零 距 离

咨
询

POS机零门槛招商封顶费率积分机
18674390704

1万配资 10万。 13397513388
我出资你炒股炒期货

八一卡友 18874146424

代办大额信用卡下卡快,前期无费用
15674975098

代办信用卡 5-50万，前期无费用
13677317093

各类项目投资：矿山水电房
产农林业旅游学校能源（区
域不限）。 多项投资方式：风
险实业、经营性投资

世宏投资

028-84555515

急寻经销代理
真正高效节能专利产品 13207313857

18711181699

新泰牌具

长沙人民路融圣国际
2 栋 31 楼友阿百货旁

售各类高科技产品以打场为
主，请放心购 买不会不收费！

扑克，麻 将，字 牌实 战技术，百
人围观无破绽！ 包教包会包赢！

特价搬家 拆装空调永发84712408
85653588

你炒股，我出资
利息全市最低 0731—84127278。

专业提供卡友法律援助服务：被
冻结的卡片协议还款， 利息减
免，记录服务！ 13787252735 梁

专业卡友服务

迪汉华银投资
一千万起贷，房地产、养殖、种
植业、矿业、企业扩建等
高薪聘驻地商务代表

手机：15996417649陈经理
邮箱：15996417649@163.com

医 疗

中风、腰椎间突出、前列腺专
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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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31-8446480113875895159刊登
热线

业务 QQ：6020585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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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声在线同步发布报纸发行全省 网上发布全国 一个电话 立刻上门

50元/行起 每行按 13个 6号字计

发布整体厨房战略之余，圣象还同期推出世家、名派、新贵三大系列新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