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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初，长沙嘉帝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长沙嘉帝）邵阳分公司与国内领先移动互联网房
产交易平台吉屋签订了合作协议，成为邵阳地区的授
权运营商。

长沙嘉帝总经理刘天源表示， 按照 70%的城镇
化率要求，邵阳城市交通区位优势凸显，城市环境不
断优化，未来城区购房的需求仍然乐观。 加之政府对
于去化库存的决心，邵阳房地产市场将会向更加健康
的方向发展。

在新房销售方面，刘天源介绍道，邵阳无论是开
发商、代理商，销售模式都比较传统、保守。 长沙嘉帝
于 16年 8月份进入邵阳，十月份开展分销工作，但是
此前一直达不到预期效果，了解到吉屋后，认为吉屋
有其独特的优势。 相对于其他平台，最有吸引力的就
是吉屋的后台数据以及它的工作模式，对于我们这种

做渠道的来说无疑是如虎添翼。
吉屋联合创始人 /CEO潘国栋表示， 吉屋平台可

帮助传统新房销售代理商、新房销售代理机构、新房
渠道分销机构、开发商自销机构转型升级。此外，吉屋
通过平台大数据和技术手段为买卖双方的每宗交易
提供系统支持和服务，提高成交效率，同时在服务上
提出了量化标准，如置业管家极速响应等，以保证房
产交易生态系统的有序和繁荣。

目前，吉屋月度访客量超过 3000万，注册房产经
纪人超过 70万，业务覆盖全国 120余个城市，成为国
内房产电商开放平台模式的领头羊。 2017年，互联网
+房地产时代进一步来袭，吉屋平台的触角将延伸到
地级市，扩大到 300个城市的量级，仅 5月，吉屋就吸
引太原、扬州、秦皇岛、湛江、烟台、银川等城市的新房
销售商入驻，吉屋开放平台诚邀全国合作伙伴加盟。

长沙嘉帝入驻吉屋平台 助力邵阳楼市去化库存

今年，7座 SUV的热潮来的迅猛无
比，无论任何品牌、什么定位、哪个级别..
.我们总逃脱不掉“二胎” 字眼的狂轰乱
炸。 东风标致 5008告诉我们，7座可不
只是为了二胎准备的。

大空间是 7座 SUV的主要竞争力，
各大厂商也纷纷在座椅以及空间上下
功夫。 怎样在现有的基础上增加空间，
各大厂商不约而同的瞄准了座椅。 因此
座椅的移动、放倒、隐藏俨然已经成为 7
座 SUV的标配，5008却不满足于此。

5008 的座位设计主打“5+2” 的概
念，前两排的“5” 个座椅具备 7座 SUV
座椅的基本功能，驾驶和副驾驶可以多
向调节、移动；第二排座椅可以按照 6/4
比例分开，可以前后移动及隐藏。 而第
三排的“2” 个座椅，除了基本的隐藏功
能之外，还可以拆卸。

钓鱼是很多人都喜欢的活动，拉上
好友，开着一辆 5008直奔目的地。钓鱼
除渔具之外，便携式座椅也是必不可少
的，毕竟钓鱼总不能一直站着。 这时候，
5008第三排的两个座椅就要大显身手
了。 对于 5008来说，便携式座椅太 low

了 ，
可拆
卸的
第三
排座
椅可
比那
些小
凳子舒服多了。 有了舒服的座椅，说不
定能钓到更多的鱼。 用完之后，再把座
椅装上，方便又环保。

开着 7 座 SUV自驾游也是个不
错的体验。 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经
历，开车的途中偶然发现一个风景不错
的地方，停下车想近距离欣赏一下美丽
的景色， 奈何没有小坐休息的地方，只
能匆匆的走掉，徒留遗憾。

遇见这种情况，5008 只想说：“把
第三排座椅拆下来坐啊，So� easy！ ”
看，就是这么简单。 有了移动可拆卸的
座椅，这些都不是事儿。 法国人在设计
上玩套路简直是 6 到飞起， 看看 5008
就知道，只用了可拆卸座椅这一招就足
够 5008在 7座 SUV市场杀出重围。

东风标致5008———非一般的 7座SUV

近期， 邓禄普推出两款卡客车产
品：一款是适合中长途高速客车使用的
新产品 ENASAVE� SP196， 一款是适合
中长途轻型卡车全轮位使用的新产品
SP122。

两款新品不仅保证了优越的低油
耗性能和抓地性能，更提升了轮胎的耐
磨耗性能。

邓禄普高速客车轮胎 ENASAVE�
SP196发布规格尺寸是 295/80R22.5，主
要针对关注轮胎行驶安全及使用成本
的用户全新开发。

该轮胎采用 4D� NANO� DESIGN技
术开发的新胎面橡胶配方，提高了耐磨
性能和耐啃伤性能，还采用了全新胎体

结构以确保胎面纵向花纹的接地压力
均一性，有效降低轮胎损耗。

作为轻卡全轮位使用产品的 SP122
轮胎发布规格尺寸是 7.50R16、8.25R16，
采用适合一般铺装路及高速公路行驶
的耐磨耗胎面配方，在花纹、橡胶、结构
方面进行了优化，让轮胎的散热、排水、
耐磨性得到明显提升，保证了中长途轻
型货运卡车的行驶安全。

邓禄普推出两款卡客车新品不仅
是为了强化和补充现有产品阵容，更是
体现了邓禄普始终以客户为中心，适时
研发并推出具有针对性的新产品，为中
长途卡客车用户提供低成本、性能优异
的好轮胎。

强化卡客车轮胎阵容
邓禄普再添新品 ENASAVE� SP196、SP122

传统的端午习俗是吃粽，今年，肯德基支招端午
新吃法，端午不仅要吃粽，也要吃鸡。肯德基主题餐厅
也同步换肤，从内而外，致敬传统！

作为中国肯德基史上第一只烤全鸡，2016年，烤
全鸡大礼盒在上海限定推出，预售即被抢空。

社交媒体好评如潮， 抢到的网友纷纷点赞：” 完
全不油腻， 可以一口气吃半只” 、“好吃到幸福感爆
棚” 。 这个端午节，肯德基响应粉丝召唤，网红烤全鸡
携香糯好粽，组成吉祥如意烤全鸡大礼盒，全国范围
火热推出！

为 庆 祝 鸡
年， 肯德基年初
在一百多家餐厅
融合各种民俗艺
术。 这一系列尝
试背后， 是肯德
基 30 年来对融
入中国文化的坚
持，对传统文化复兴的努力，是让消费者亲身感受传
统与现代相融合的匠心之美！

端午吃粽 or吃鸡？ 肯德基演绎新吃法

5 月 13~14 日，一场“大小
手·绘幸福”为主题的快闪活动
在长沙老百姓大药房门店闪
现。 活动不仅有车厘仔带来的
香港幸福医药自创舞蹈 “幸福
达令舞”和精彩魔术表演，更给
大家带来了第五届幸福科达图
文创作大赛。 这场维持了两天
的快闪活动吸引了众多家长和
小朋友的关注。 据悉，香港幸福

医药有限公司一直秉承着“有
幸福更幸福” 的企业精神，从
2013 年起， 已经举办了五届
“幸福科达琳图文创作大赛”
活动， 希望借助图文创作的亲
子绘画形式， 让家长和孩子互
动交流，实现绘画梦想，传递与
学习健康知识， 关注大赛官方
微信公众号“幸福达令” 了解
更多大赛信息！

2017幸福科达琳图文创作大赛
“幸福达令舞” 闪现长沙

本报5月18日讯 雪藏
了近半个世纪首次亮相的红
色碧玺， 迄今为止被发现的
最大萤石……5月18日，第五
届中国(湖南)国际矿物宝石
博览会（简称“矿博会”）在郴
州正式开幕， 众多来自世界
各地的奇石珍宝齐聚郴州。

在当天的招商推介会
上，共签约了5个框架协议和
21个项目， 签约项目总投资
额达到212亿元人民币。据
悉， 本届矿博会将一直持续
到22日。

美登月宇航员
现身矿博会

自第四届起， 矿博会永
久性落户郴州， 成为郴州打
造世界金玉之都的首要平
台。在开幕式上，一位来自美
国的神秘嘉宾引起关注。他
就是作为唯一一位曾经在另
一颗星球上进行野外地质考
察的地质学家， 美国宇航员
哈里森·H·施米特博士。在
致辞中他表示， 他对月球利
特罗山谷地理特征进行过第
一手的研究， 其周围的山高
达2200米。

“分析月球利特罗山谷
的样品可谓是我职业生涯的
最高点。在月球上工作时，只
要是我想要看看家， 就可以
抬头看到山谷西南方， 有一
个蓝色大理石般的球体，那
就是地球， 我希望所有的矿
物收藏者都可以体验我的感
受。”施米特深情地说。

本届矿博会的主题为
“神奇的矿晶，多彩的萤石”，
以世界矿物晶体产地精品矿
物为主要展示内容。 开幕式
上， 亚洲恐龙协会名誉理事
长瑞钦·巴思钵宣布，亚洲恐
龙协会秘书处和中国恐龙协
会筹备处正式设立在郴州。

另据悉，第五届矿博会招
商推介会签约了5个框架协
议和签约项目21个， 签约项
目总投资额212.33亿元人民
币。 其中矿物宝石产业项目
15个，总投资额100.8亿元。

世界最大碧玺
首次公开亮相

本届矿博会共规划了展
览面积10万平方米， 设置国
际标准展位2600个， 吸引了
来自美国、 加拿大等50多个

国家（地区）的展商参展。
记者在逛展时发现，多

件世界顶级矿物宝石亮相本
届矿博会， 吸引众多市民前
去参观。

本次展览的镇馆之宝是
一块碧玺，这块“养在深闺”
的稀世珍宝于48年前被发
掘，在郴州展出，是其首次公
开亮相。 这块红碧玺高80厘
米，宽30厘米，重100公斤，被
誉为“世界最大碧玺 ”，于
1969年从巴西乔纳斯矿山的
一个矿洞采掘。

首次发现的最大萤石也
出现在展览会上， 它长30厘
米，高80厘米，被称为“萤石
之王”。

美国时尚矿物公司今年
已经是第5次参加矿博会了，
公司负责人葛林先生介绍，
这一次他们带来了166件“宝
贝”，都是非常美丽珍贵的宝
石，“每年的矿博会， 公司的
销量都不错。”

同时， 中国地质博物馆
也带来了15件矿物化石标
本，包括胡氏贵州龙化石、北
京人头骨化石等。

■记者 潘显璇 黄文成
实习生 安可 黄灿

第五届矿博会开幕，奇石珍宝齐聚郴州 招商推介会签约21个项目，投资超212亿

世界上最大碧玺首次亮相“矿博会”

据了解，2016年郴州市矿物宝
石产业产值（含金银珠宝）约150亿
元。 全市从事矿物晶体及玉石加工
的矿物宝石加工企业约200家，相关
从业人员约10万人。 如今矿博会在
家门口召开， 郴州市民逛展会的热
情也是空前高涨。

在众多逛展会的市民中， 一位
七十多岁的张爹爹引起了媒体记者
们的注意。他是土生土长的郴州人，
听说在办矿博会，不顾家里人劝说，

执意要来现场看看。 每到一个展台，
他都弯腰仔细查看一番。“小时候就
知道我们这儿漂亮石头多，现在办了
世界级展览， 真的很开心。” 张爹爹
说。展馆内还有交易区域，宝石、银饰
等各类产品供参观者购买。

此外，在展馆二楼，极富科幻感
的太空馆前围满了人。嫦娥三号探测
器、宇航员登月模拟、机器人，以及天
花板上的深邃星空和天体，瞬间把人
带到了浩瀚的宇宙。

七旬老爹逛展会延伸阅读

5月18日，市民近距离观赏来自世界各地的奇珍异宝。 记者 郭立亮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