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月13日， 玫琳凯迎来在
中国的第20个生日。在研讨会
现场以及全国35家分公司闪
舞庆生活动中，玫琳凯的姐妹
们身着玫琳凯的T恤， 一起舞
动“因改变而美丽”，现场一片
欢声笑语，气氛火爆异常。

玫琳凯在中国20载，帮助
万千女性追求美丽自信， 为丰
富女性人生谱写华丽乐章。玫
琳凯相信每一位女性都是美丽
的，这份美丽因“爱”而生，源自
梦想，伴随着支持与信任，相生
相惜。玫琳凯信奉“因改变而美
丽”的美丽哲学，鼓励女性因梦
想而改变，因改变而美丽。

在这欢庆华诞的时刻，玫
琳凯的姐妹们也用特有的载
歌载舞的方式———“因改变而
美丽”闪舞，热情洋溢地共同
欢庆20周年生日。“因改变而
美丽”闪舞记录了玫琳凯在中
国20年来的光辉历程，每一个
舞姿都挥洒着梦想和自信。闪
舞庆生的活动已经在全国多
地掀起热潮，无论是在玫琳凯
粉巴的巡游活动中还是在“百
变美人季” 的颁奖典礼上，都
能看到玫琳凯的姐妹们以热
情的舞姿，诠释着对玫琳凯美
丽哲学的坚持和追求梦想蜕
变绽放的信念。

本报9月23日讯 中国
O2O岳麓峰会今天在湖南长
沙开幕，“专车” 成为热门议
题。神州租车副总裁臧中堂发
表主题演讲称，专车的基本内
涵是专人专享，而快车和顺风
车等是伪专车。

与专车相比，拼车具有天
然的公益性。 早在2014年初，
北京市即已出台《小客车合乘
出行意见》， 鼓励出行路线相
同的市民签订合同后合乘小
汽车，分摊相关费用。这份文
件被一些拼车平台视若珍宝，
并演绎得出“拼车合法”的论
断。

但在臧中堂看来，拼车单
独做难有商业模式，必须依托
平台才能衍生商业价值。“在
美国和欧洲，拼车属于公益合
乘， 也就是你捎带一个人，对
方分摊油费。相比之下，国内
市场有很多黑车冒充拼车非
法运营，必然受到严格监管。”

作为国内最大的租车公
司，神州租车经常遭质疑的是

所谓“重资产”模式。而在臧中
堂看来， 资产轻重各有优劣，
只要适合发展就是好模式。
“神州租车在某种意义上是
‘重资产’，但是神州专车是轻
资产，因为它本质上是一个平
台。而神州专车把轻资产的平
台与重资产的车辆、司机提供
商结合起来，以O2O之手融会
贯通，实现传统行业和‘互联
网+’高度融合。”

在谈到汽车后市场的创
业机会时， 臧中堂并不乐观：
“整个资本市场已进入下行区
间，现在O2O火得有点儿走火
入魔，天使投资人、VC等都投
了很多O2O项目，肯定有一批
项目会死掉。”

今年7月1日，神州专车完
成2.5亿美元的A轮融资；9月
17日，又完成了5.5亿美元的B
轮融资， 估值达到35.5亿美
元。两个半月时间，神州专车
累计融资8亿美元， 成为国内
成长最快的“独角兽”企业。

■记者 肖祖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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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不断创新计生工作机制,
长沙市望城区月亮岛街道计生办
以阳光计生行动为抓手, 全面落
实“四项坚持”,在人口和计生管
理与服务的道路上播洒一路阳
光。

一是坚持阳光公开。 各村设

立人口计生公开栏, 张贴计划生
育行政事务《办理指南》。让群众
随时了解计划生育服务手册办
理、二胎审批办事程序,奖励扶助
政策和法律法规等。

二是坚持阳光维权。 开通镇
级人口计生热线服务电话, 公布

县计生举报投诉电话,实行“群众
事务干部代理制”, 实现办事到
村,服务到家。

三是坚持阳光监督。 落实
“五项监督”（12356阳光殷红服
务、行风监督员、有奖举报、主
动接受新闻舆论监督、 系统内
层级监督等制度）：设立阳光计
生意见箱，做好舆论监测工作。

同时聘请镇村干部、 育龄群众
担任监督员, 定期向他们发送
计生行风建设文件资料, 赋予
他们反映群众呼声、 提出批评
建议的权利。

四是坚持阳光评议。 认真开
展政风行风评议， 评议资料齐全
（方案、评议表、总结、整改落实情
况）， 群众满意率达90%以上，针

对评议工作中发现的问题及时整
改。 计生站的B超普查、 技术服
务、 社会抚养费征收等方面主动
接受服务对象以及各界人士的评
议,让群众真正行使知情权、参与
权、表达权和监督权。让计生在阳
光下决策,在阳光下运行。

■文 罗智勇

“四项坚持”打造阳光计生

金桂飘香， 秋风送爽，“大桥
鸡精”将面向全长沙市民招募。邀
请您到武汉品尝汉派美食、 登黄
鹤楼眺望长江美景， 全程一律免

费，不含任何隐形消费。
活动招募方法：在《730看剧中

大奖》活动现场购买28元以上大桥
系列产品，参与现场抽奖，即有机会

获得品“大桥”味 登黄鹤楼武汉家
庭双人免费一日游， 每场活动限5
个名额。（仅限成人及身体健康、活
动方便人士参与，敬请理解。）详情
请届时到活动现场咨询。

参观流程： 统一安排时间长
沙南站集合，乘高铁抵达武汉，专

车送往味好美武汉公司， 参观味
好美公司体验馆， 中餐在味好美
公司享受大桥美味， 下午专车送
往黄鹤楼景区， 感受黄鹤楼上远
眺长江之壮丽，晴川历历汉阳树，
芳草萋萋鹦鹉洲之美景。 晚餐后
专车送往武汉站乘高铁返回长沙

南站， 自行安排交通安全回到温
馨的家，活动圆满结束。

激情美味之旅即将启幕，敬
请关注湖南经视相关活动预告及
三湘都市报。

本活动最终解释权归味好美
（武汉）食品有限公司所有。

湖南经视《730看剧中大奖》现场活动将爆新福利
品“大桥”味 登黄鹤楼一日游活动即将开启

中秋、国庆双节即将来临，整
个家电市场也逐渐活跃起来。

从往年中秋、 国庆黄金周的
家电市场消费趋势来看，新婚、新
居装修新添家电和旧家电更新换
代依然是消费者在“金九银十”期
间购家电的主要原因。 为满足消
费者购买需求， 自9月25日起，湖
南苏宁将联合各家电大佬开启
“团购大促”模式，连续举办“中秋
团购”、“员工亲友团购”、“异业团
购”等团购活动。

“此次我们承诺全面释放国
庆力度，并且贵就双倍赔、价保到

十一， 这也是考虑到大部分消费
者在国庆期间有出游计划。”湖南
苏宁相关负责人表示， 借助中秋
节这波活动，湖南苏宁9月25日率
先全面启动国庆大促， 力度延续
至10月7日。

中秋节期间， 湖南苏宁将联
合美的、小天鹅、创维提前释放国
庆价， 挑选一大批特惠低价机型
回馈消费者。9月26日至27日，创
维58吋4K超高清仅需4999元，美
的551升对开门冰箱仅需2899
元，小天鹅5.5公斤波轮洗衣机仅
需798元， 美的1.25P二级变频挂

机仅需3199元等。除此之外，还有
夏普32吋彩电999元限量抢购，美
的 4L电压力锅仅需 179元 ，i-
Phone6（16G）仅需4286元，名牌
8公斤变频滚筒洗衣机2398元等。

线上同样精彩。即日起至9月
26日，苏宁易购超市频道“中秋合
家团圆大促”正在火热进行中，月
饼礼盒、 酒水饮料、 阳澄湖大闸
蟹、休闲零食等全面放价，月饼礼
盒1折起限量抢购， 稻香村专场5
折起，三只松鼠旗舰店大酬宾3折
起等。

■记者 杨迪 通讯员 邓倩

未来就业新趋势，通过O2O平台揽活

移动互联网大佬长沙论道O2O

9月25日，湖南苏宁率先启动双节大促
提前释放大批低价机型，贵就双倍赔、价保到十一

因改变而美丽
闪舞齐贺玫琳凯20周年华诞

岳麓峰会上激辩专车真伪

现场连线本报9月23日讯 移动互联
网时代，下一个风口在哪里？在今
天举行的中国O2O·58岳麓峰会
上，姚劲波、陈小华、吴霄光、牛文
文、龙伟、李锡春等国内知名O2O
企业及投资界代表就行业趋势、
行业投资热点、O2O发展及创新
等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和解读，
分享了他们的实践和思考。 本次
峰会由58到家主办， 以“创新未
来”为主题，副省长何报翔出席了
此次活动。

【现状】
移动O2O用户迅猛增长

O2O， 全称Online�To�Of-
fline， 又被称为线上线下电子商
务。O2O就是把线上的消费者带
到现实的商店中去： 在线支付商
品、服务，再到线下去享受服务。
这种商业模式充分利用了互联网
跨越地域、信息共享、海量用户的
优势，同时充分挖掘线下资源，进
而促成线上用户和线下商品与服
务的交易， 线上和线下的高度融
合，拥抱互联网的步伐不断加速，
前景广阔。

移动O2O的用户规模在近几
年迅猛增长，覆盖衣食住行、理财
健康等生活各方面。 现在长沙市
民坐在家里只需点点手机， 就可
以轻松享受上门打扫卫生、 上门
送餐、上门洗车、上门美甲等服务。

【趋势】 线上揽活线下服务

“传统行业的人也在积极地
拥抱移动互联网， 未来移动互联
网最大商业奇迹将诞生在生活服
务领域。”58赶集集团CEO姚劲
波认为， 生活服务与移动O2O有
着天然的结合优势， 传统的生活
服务行业不断地受到冲击和颠
覆。 未来就业新趋势， 就是通过
O2O平台揽活，目前在58到家这
个平台上揽活的保洁员、 搬家师

傅和美甲人员已经超过10万人，
在长沙超过3000人，今后会有越
来越多的劳动者通过O2O平台直
接为用户服务。O2O应当以用户
为核心， 从用户在平台获得信息
开始，到满足用户线下需求，不断
提升用户体验， 打通从信息连接
线下优质服务再到交易的闭环，
提升从信息连接服务的能力，用
优质的服务来增强用户粘性和忠
诚度。

■记者 甄荣 实习生 刘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