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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便宜

【运达美美】即日起至9月14日，欧美女装
集合品牌Dmagazine名品内卖，全场50元起。

【平和堂】即日起，DAZZLE夏款7.5折，
秋款上市，满2880元送品牌打底裤一条；即
日起至9月30日，希思黎推出全能乳液套装、
毛孔紧致无瑕精华露套装等优惠套装。

【新世界百货】 即日起至9月14日，
VERO�MODA、ONLY独家秋品满300元送
120元；一楼珠宝镶嵌、K金、玉器满3000元
送500元全场通用电子券。

【人民路友阿百货】晚安家纺购物即可
免费办理VIP普卡并领取会员礼，9月15日
前预交600元，活动期间可抵1000元现金使
用；男装卡尔丹顿特卖商品3至4折，威斯康
尼部分商品1折起。

【通程电器】9月19日16:00-22:00，通程
电器&三湘都市报长沙网团购会， 在长沙
网报名的消费者， 可获得100元现金券，购
大家电使用。17日前全城搜价赠送38元抱
枕，并从中抽取3名搜价王，赠送200元无限
制现金券，可以与报名就送的100元现金券
累积使用。

【国美步行街中心广场店】9月19日，冰
洗、彩电、空调、厨卫、小家电、手机、数码、
电脑等品类满千返百。 品牌无线鼠标惊爆
价9.9元，移动电源惊爆价19元，名牌电饭
煲惊爆价49元，老人手机惊爆价59元，美的
微波炉199元。

【苏宁】9月12日至14日，万和、万家乐、
迅达5折起售，老板、惠而浦7折起售，西门
子、海尔、方太7.5折起售，还有满千返百、
海量特惠机、买烟机送灶具、买净水器送滤
芯等系列优惠，如50L康宝热水器599元，8L
惠而浦燃气热水器799元等。

【格力】9月12日至14日，原价9299元2P�
I酷太空舱高端变频柜机仅售6999元，原价
11099元3P太空舱高端变频柜机仅售7999
元。市场价6510元2P变频柜机仅售4999元，
1P强冷分体机仅售1699元。

【美的】9月12日至14日，原价6299元2P
美的冷静星变频柜机仅售4799元， 原价
7599元3P变频柜机仅售5799元，原价11699
元2P美的双风霸变频柜机仅售7899元。

■记者 杨迪 朱蓉

“真是没想到， 一台洗
衣机两次把我给震住了。第
一次是自家洗衣机被拆开
的那一刻，我真的没有想到
会那么脏；第二次是在今天
的活动现场，内桶竟然被洗
干净了。”8月30日在苏宁五
一旗舰店，《全球首创-海尔
“免清洗” 洗衣机新品发布
会》 上海尔免清洗洗衣机在
长沙苏宁闪亮登场。 海尔老
用户张女士在见证了免清洗
技术“脱脏”自家洗衣机的
过程后，禁不住向三湘都市
报记者表达了自己的感想。

“一开始海尔在我们小
区搞免费清洗活动，我抱着
好玩的态度参与的。” 张女
士边笑边说出与“免清洗”
洗衣机结缘的经历。原来海
尔洗衣机在5月份开始在部
分小区开展着免费清洗活
动。虽说有些疑虑，张女士
还是答应了海尔洗衣机免
费提供的上门深度保养服
务。“当洗衣机打开的时候，
真是把我惊住了。” 张女士
表示，一直以来，她都会定
期清洗洗衣机，对自家的洗
衣机很有自信，但没想到还
是那么脏。

当张女士家的洗衣机
内桶被摆放到现场的时候，
现场其他观众也议论纷纷。
在现场，海尔洗衣机的专家
对内桶清洁的问题进行了
解答，并对洗衣机的定期保
养提出了建议： 每3个月用
桶清洗剂清洗一次，每半年
拆机清洗一次。

接下来，视频体验让大
家又吃了一惊。原来脏内桶
30分钟可以换“容颜”： 免
清洗洗衣机真的是一台可
以自己洗澡的洗衣机，再也
不用担心衣物受到二次污
染，真的很神奇！

“就连洗衣机清洁剂清
洗也没洗下来的污垢， 免清
洗洗衣机是如何让它变干
净的呢？” 现场粉丝的提问
引来了众人的关注。工作人
员解释道，免清洗技术源于
海尔的智慧球清洁系统。在
洗衣机内桶和外桶之间的
智慧球是采用抗菌高分子
材料做成的特殊柔性清洗
物质，在洗衣机洗衣服的过
程中， 随着水位的升降，它
可以对洗衣机内外桶进行
全方位的清洗，从而保证污
垢不附着，从根本上杜绝了
桶脏问题的产生。

对用户来说，海尔“免
清洗”洗衣机不仅可以破
解用户对洗衣机“脏”的
困扰，更免除了定期清洗
的麻烦，是对用户体验的
又一次升级。业内人士表
示，“免清洗”洗衣机是海
尔率先根据用户需求做
出快速反应的创新产品，
在洗衣机领域实属首创，
或将引领洗衣机行业新的
发展方向。

随着梅溪湖一级开发日臻完善，梅溪
湖已经成为长沙乃至中部楼市中独树一
帜的一个存在。在梅溪湖一期（东片区）良
好发展的基础上，方兴地产和湘江新区政
府斥资300余亿元继续打造梅溪湖国际新
城二期（西片区）， 通过引入轴线驱动发
展，激活梅溪湖产业发展。

9月11日， 方兴地产与复华控股签署
意向合作协议，宣布：一个全新的“复华未
来世界” 将落户梅溪湖西片区。 据了解，
“复华未来世界” 将在梅溪湖西片区打造
成包含室内主题乐园、 时尚购物Mall、特
色酒店集群、高端商务办公、智能生态住
宅等全业态的新型城市综合体。

目前，梅溪湖西片区已全面启动的建
设包括：三环线绕城高速下地工程，计划
在2015年6月完工； 长沙市妇女儿童医院
及艾美国际度假酒店，预计于2016年底前
营业；而2000亩儿童湿地公园、象鼻窝高
尔夫球场等标杆项目也已正式启动。

据透露，复华控股有限公司已经成功
在天津、长春、丽江等地投资兴建了多个
商业及旅游地产项目，此次签约的“复华
未来世界”将作为梅溪湖核心区域引领性
娱乐休闲产业配套。 ■记者 刘婞

9月中下旬， 第一批 i-
Phone�6将全球上市，与此同
时，包括三星、索尼、华为、魅
族等在内的国内外厂商，也将
陆续上市重磅新品。

在“金九银十” 到来之
际， 场上， 手机新品同台竞
技，场下，预售大战也已经硝
烟弥漫。9月11日， 三湘都市
报记者在长沙各卖场看到，
“新品推荐”、“新品预售”等
大字海报已经铺天盖地。

预售大战正酣

9月11日，苏宁五一店一
楼，新品攻势下，前来尝鲜的
人不少。

“手机一开机就关机，懒
得修了， 直接换一个好了。”
正在把玩华为mate7的长沙
市民杨先生说。

其实， 杨先生把玩的这
款手机仅是一台样机， 标配
版也要12日上架， 不过6吋8
核、金属机身、3GB+32GB机
身存储空间等配置还是吸引
了不少消费者。

“暂时定价没出来， 估计
3000元左右，已经累计有51名
消费者进行预约，预约成功的
顾客就送价值499荣耀智能穿
戴手环。”导购员介绍道。

目前， 包括iPhone6、i-
Phone6Plus、 联想A916、三
星Note4等品牌纷纷在苏宁五
一店开启预售通道。购苹果6，
预存300元得565元，含200元
配件大礼包、价值365元1年内
意外损坏免费换新机特权及
超薄移动电源； 预约三星
note4有效客户送价值888元
Gear智能穿戴设备等。

除苏宁搭起预售擂台

外，其他卖场也不甘示弱。步
步高电器城也在9月初推出
iPhone�6预售，“接下来，我
们打算通过百货进行预售活
动，凡预交100元购iPhone�6
的消费者， 可以优先购机并
直抵100元外，还送移动电源
和手机壳。”其市场部负责人
说。

在友阿电器，魅族MX4、
三星Note4、 华为mate7、联
想A916也在火热预售中，其
相关负责人介绍，凡预约有效
客户都送移动电源一个以及
一张8G内存卡。

大屏无边4G手机成主流

4.7英寸、5.5英寸、5.7英
寸、6英寸……已经面市或即
将面市的智能手机“清一色”
大屏。此外，双卡双待双通、
2G4G兼容也成为这一批手
机的主要特色。

除苹果5288元、6288元
的价格依然高不可攀外，已
经上市或者即将上市的其他
品牌新品价格都挺亲民。

8 月 份 上 市 的 联 想
S860E1.2G四核、电信4G双卡
双特双通、800万+160万摄像
头，价格却仅需1299元。索尼
小青心C3�5.5英寸大屏、4G双
卡双待等也仅需1999元。

导购员表示：“索尼小青
心8月初上市， 累计销售超
300台。”

此外，不少品牌“无边”
手机也让人惊艳。售价899元
的TCL么么哒手机边框仅为
3.86mm，魅族、索尼等也推
出大屏无边设计手机。

三星Note4有黑、 白、金
和粉四种颜色可供选择，华
为mate7高配为金色， 标配
为银色 。TCL－H900M�有
黑、白两色可选。■记者 杨迪“复华未来世界”

落户梅溪湖

金九银十，手机新品扎堆上市

一场秋雨一场凉，各大品
牌秋装纷纷上市了。 与此同
时，“高大上”的时装周也正在
纽约上演。9月11日， 三湘都
市报记者在长沙市各大商场
发现，本年度秋冬新款服装与
往年强烈色彩对比不同，开始
在图案上玩起花样。简单的波
点、横条显然已经不再能够满
足服装设计师们的想象力，丰
富的几何图形和材料变换成
为本季上装的亮点。

新鲜的几何图案纷纷上演

一提到几何图案， 大部
分人首先想到的便是波点、方
格与横格。不过，在今年秋季

新上市的秋冬装中，记者发现
了不一样的流行趋势，那便是
色彩、形状丰富的几何图案充
分融合带来的视觉冲击。

这其中，千鸟格的表现尤
为抢眼。在平和堂内，记者看
到， 欧时力、VERO�MODA、
MIND�BRIDGE等女装品牌
的主打款中，都少不了这个元
素。其中，ONLY一件标价249
元的千鸟格豹纹PU拼接短款
针织上衣尤为抢眼。

导购介绍，该款服装以
聚酯纤维和氨纶为主要原
料，与普通“小版”千鸟格不
同，品牌选择了放大版的千
鸟格，这让整件衣服看起来
更加干净、利落，给人帅气

的感觉。
此外，地素专柜采用复古

宫廷花纹拼接的印花雪纺衬
衣也十分出彩， 售价为899
元。“有点异域风情的感觉，色
彩鲜艳适合冬天。” 买下这件
衬衣的李小姐对复古、宫廷的
元素尤其表示了好感。

下摆、领口成为设计重点

除了布满整件衣服的大
块几何图案，不少品牌也选择
了在领口、下摆等细节处进行
创意。 新世界百货的VERO�
MODA专柜内，针织镂空纱网
蕾丝拼接的长袖衬衣试穿率
较高，售价为499元。

“比较偏韩系，用两侧的
粗棒针织镂空开叉拼接蕾
丝， 让衣服摆脱了传统镂空
针织衫的规矩， 显得比较活
泼。”该专柜导购介绍，今年
秋冬新款中， 此类设计比较
受到偏爱。

此外， 在领口加金属设
计、纽扣以及在色彩上与衣服
整体形成强烈反差在各品牌
中都表现得较为集中和突出，
让原本沉闷的秋冬款式显得
鲜亮了不少。 ■记者 朱蓉

秋装上市，丰富的几何图案占先机

海尔洗衣机引爆
健康洗衣大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