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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质是基石， 创新是灵魂，
是奥克斯始终坚持的核心理念。
从 1994 年进入空调行业，24 年
间奥克斯以惊人的速度不断成
长，不仅一跃成为行业销量前三
的空调品牌， 更成为国产家电、
智能制造的金字招牌。
追逐品质，打造精品

2013年开始，奥克斯空调率
先提出转型升级战略，为提高生
产精细化， 先后投入 10多亿元
进行自动化升级，从“研发、来料、生产、品控、售后” 五大
流程进行质量管控，深化转型升级战略，全面打造集智能
化、舒适度、人性化、未来感于一体的智能空调系统。
精益求精，强化产品力

为了能让用户享受到舒适的送风，避免因冷热不均而得
空调病，创新鱼鳍式导风片，以四维立体送风，100档风速，上
下 0.5℃精确控温。 捕捉到用户对家电艺术化追求，适应现代
家居风格，卷轴型的倾国倾城系列、手托明月的智月系列纷

纷上市，让科技与艺术融为一体。
奥克斯首创 TS快速冷热技术，将
30秒酷冷、60秒速热变为可能，
同时搭配第三代 WiFi智能远程
操控和微信语音控制技术， 让寒
冷的冬季也能一回家就享受春天
般的温暖。
品牌营销，相得益彰

也正是对于细节和标准的
把控，让奥克斯的营销能和品质
完美结合，让消费者对品牌和产

品产生信任值，无论在线上还是在线下，奥克斯的产品好
评度高达 99.9%。品质与多元营销的相得益彰，让奥克斯逐
渐成为中国空调业品质转型的新标杆。

品质、产品、营销，三把利刃成为奥克斯一往无前的强
有力保障，在新的时代下，奥克斯也将继续深化品质升级，
以优质产品带动品牌，以品牌影响产品，奥克斯品质之星
百万巨奖表彰大会的召开也必将联动企业、员工，营造更
好的品质氛围，积极展望 2018年再创奇迹。

用数字讲品质
奥克斯品质之星百万巨奖表彰大会即将召开

这个冬天不再冷
有缘网“青春热恋季” 席卷长沙

12 月 16 日，有缘网“青春热
恋季” 活动来到长沙，湖南大学、
中南大学等多所高校的大学生参
与这场线下交友趴体， 寻觅另一
半。 与此同时，有缘网还对现场大
学生进行深度访谈，让 95 后大学
生婚恋观同时浮出水面。

“肯定不会接受父母安排的相
亲的，” 一位大学生在接受深访时
说到，“他们有他们的标准，但那不
符合我的喜好”。 有缘网数据显示，
标准、相亲已过时，95 后有自己的
寻爱之道， 在对 95后择偶标准的
调查中，有 35.2%人并不认可择偶
标准这个词， 超过 62%的 95后认
为，在寻找爱情的过程中要尽可能
给自己更多选择的机会， 其中
78.3%的人表示寻找爱情的过程更
是一种享受。 调研结果显示，有

47.7%的 95 后表示曾同时与两人
以上约会过。 与此同时，较于现实
生活，62.6%的 95后倾向于通过网
络寻找约会及婚恋对象，23.4%认
为网络成功率高。 而有缘网数据也
印证了这一点， 有 32.7%的 95 后
用户表示有交友成功过；在以婚恋
为目的 95后中， 超过 12%的用户
在有缘网达成了交友目的。

谈到活动初衷，有缘网负责人
表示，“95 后的成长恰逢智能机逐
渐普及、 移动互联网高速发展，这
直接影响了他们的婚恋观念。 因
此， 我们一方面希望以 95后喜欢
的活动形式帮他们脱单，另一方面
也希望借活动的契机， 以真人访
谈、游戏互动的方式真切了解如今
大学生的恋爱婚姻观，为外界构建
一个了解 95后婚恋的窗口”。

12月19日中午， 郴州资兴
市公安局交警大队交通协管员
曹志柔被一辆闯关货车碾压，当
晚7点40分抢救无效殉职。

煤场老板当协警

12月19日， 郴州资兴市公
安局交警大队二中队民警在省
道S322线兴宁镇杭溪村路段，对
过往车辆进行检查。 中午1时20
分许，为了逃避检查，无证驾驶
的白廊镇村民黄某踩下油门，驾
驶严重超载的中型货车往前冲。

正在前方检查车辆的交通
协管员曹志柔猝不及防，被卷到了
车轮底下， 重达13吨的货车从他
身上碾压了过去。 曹志柔被送往
医院后， 于当晚19时40分经抢救
无效因公殉职，生命定格在43岁。

曹志柔是郴州资兴市三都
镇人，2017年5月应聘到资兴市
公安局交警大队，在白廊镇担任
交通协管员。在应聘交通协管员
以前，曹志柔与朋友一起开过煤
矿、办过洗煤厂、做过煤生意，收
入颇丰。

在别人眼中，曹志柔事业有
成，家庭和睦，人生可以说是完
美。殊不知，曹志柔心中一直留
着一丝遗憾。从小，他就期待有
朝一日能够穿上警服，实现惩恶
扬善的梦想。

今年5月， 郴州资兴市公安
局交警大队面向社会公开招聘
交通协管员，曹志柔第一时间报
了名。 放弃高收入的工作不要，

去当一名一线协警，亲戚朋友都
认为他是开玩笑。 但他认真地
说：“我不计较待遇，真的很喜欢
穿上制服的那种感觉。”

实习、上岗最认真

“爱国，爱家，爱所有善良的
人！” 曹志柔的微信签名这样写
道。在生活中，他总是用自己积
极乐观的态度去影响着身边的
人，有同事抱怨工作，他便主动
开导。

同事回忆，实习时，从交通
指挥手势到执勤执法知识，曹志
柔学习最认真。工作上，不管是
安全劝导还是协助民警执勤执
法，他着装最规范。他曾说：“每
次驾乘摩托车都会按规定带齐
证件、戴安全头盔，从不安装遮
阳伞，要给群众起到示范作用。”

白廊镇是资兴市东江湖景
区的主要旅游景点之一，吸引着
来自四面八方的游客。白廊镇党
委委员、 政法书记陈东介绍，整
个暑假及国庆黄金周，曹志柔一
直坚守岗位，从早上5点到晚上8
点，没有休息过一天，也没有要
求过任何补助。

每周日下午4点左右及每周
五放学时段，曹志柔都会主动到
白廊完小路段维持交通秩序，给
家长宣传交通安全知识，了解家
长对交通安全管理的需求，学校
领导、教师及家长对他的工作都
非常满意。

■记者 张浩 通讯员 禹亚钢

郴州一协警遭闯关货车碾压殉职
曾是煤老板 收入颇丰 为圆儿时梦当协警

《福彩天地报》“粉丝”狂揽803万余元大奖

本报12月21日讯 山西果农
孔顺才一家六口从老家拖了4万
多斤苹果来到长沙销售， 近2000
箱苹果滞销。12日，有800箱苹果被
爱心人士采购，被送给了幼儿园的
老师和孩子们。

山西襄汾县南贾镇东刘村果
农孔顺才一家人以种植苹果树为
生，今年糖心苹果大丰收，往年的
批发商却难见踪影， 超过五成的
苹果仍堆放在保鲜库中。

一个星期前， 孔顺才带着全
家来长沙甩卖苹果。 由于人生地
不熟加上缺乏销售经验， 苹果滞
销。不得已，他向媒体求助帮忙卖

苹果。
12月18日，湖南省“百名最美

扶贫人物”、万婴教育集团董事长
黄平通过媒体看到求助信息，他
立刻决定买下近800箱爱心苹果，
送给集团内的每一位师生。

“太感谢你们了！湖南的冬天
很冷， 但因为你们我们感受到了
温暖！”孔顺才告诉记者，目前还
有约800箱苹果没有卖出。如果有
愿意购买苹果的爱心企业或社会
爱心人士， 可以尽快与果农孔顺
才 取 得 联 系 。 联 系 电 话 ：
13453687990。 ■记者 黄京

见习记者 陈舒仪

12月21日， 万婴教育集团幼儿园的老师和孩子们每人收到一箱爱
心苹果。 黄京 摄

山西果农4万斤苹果长沙滞销 爱心人士帮忙采购

“滞销果”变身圣诞“平安果”

本报12月21日讯 21日清
晨，一辆红色保时捷小车在长沙
市黄兴路撞上一台电动车，电动
车驾驶员被撞飞20多米，不幸当
场身亡。 而小车驾驶员驾车逃
逸。当日上午，记者从交警部门
获悉，肇事嫌疑人姓陈。

记者通过监控视频看到，21
日早上7点多， 黄兴路金满地商
业街旁边，一台红色小车疾驰而
过， 一台电动车躲避不及被撞
上，车主被撞飞，电动车零件以
及车上的菜散落一地。

事发后， 马上有群众拨打
120及122， 急救医生赶到现场
时，电动车驾驶员已没了呼吸。经
过交警初步调查，死者姓何，今年
53岁，湘阴人。事发后，开福交警
迅速启动调查， 锁定肇事嫌疑车
辆为牌号湘A2Z3*A的轿车。

民警联系上小车车主，车主
对事故很震惊，称车子借给别人
开了。下午1点，肇事嫌疑人陈某
到开福交警大队投案自首。陈某
今年22岁，据他交代，车是借朋
友的，昨晚，他与几个朋友一同
在长沙火车南站附近聚餐，喝了
点酒。目前案件相关情况正在进
一步调查中。 ■记者虢灿

保时捷
撞飞电动车逃逸

12月10日， 中国福利彩票
双色球第2017145期开奖，也
是今年双色球9亿元大派奖活
动的第16期。 开出红球号码：
02、06、12、17、25、28，蓝球号码
12。湖南彩民不鸣则已，一鸣惊
人！中得3注一等奖，共计揽获奖
金2100余万元。近日，怀化芷江
县罗旧镇43124315投注站的中
奖者郑先生（化姓）率先现身省
福彩中心，领取了803万余元的
大奖。

坚守福彩15年
郑先生别看年纪不大，购彩却有

15年了。 双色球是郑先生的最爱，每
期不落， 曾经还中过3000元的大奖
呢！郑先生说：“我身边总是有人说，福
彩不可信！我每次都跟他们说，福彩是
国家发行的，比那些六合彩、买马之类
的可靠多了！现在我中一等奖了，这就
是最有力的证明！”
《福彩天地报》“粉丝”

郑先生在兑奖过程中的一个小
细节，让人印象深刻，他随手从衣兜

里拿出了一张折叠过的《福彩天地
报》。原来他是《福彩天地报》的忠
实读者， 每次他都会拿着报纸，仔
细研究号码走势。 这次的6+2复式
票也不例外，当天他就是根据12月
8日那期报纸的走势图， 选出了自
己看好的号码。当期的报纸他也留
了下来，随身带着，算是留个纪念。
803万元奖金喜从天降

12月10日晚，他照例坐在电视
机前，每开出一个号码，他就拿笔
记录一个，开奖结束后，他隐约记

得自己买的彩票中了几个号码，兴
奋之余，他拿出彩票仔细核对，发现
红球全中， 两个蓝球中也有一个正
好是12，期盼了15年的双色球一等
奖， 就这样毫无预兆地砸中了他！
当期正值双色球9亿元大派奖期
间，郑先生的复式中奖票，不仅收获
538万余元的单注奖金，还享受了加
派奖金261万余元，不仅如此，该张
中奖彩票还将一注3.2万多元的二等
奖收入囊中， 郑先生共计收获803
万余元。 ■木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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