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为电商行业的领军企业，苏宁易购于5月30日举办“安心

购”服务计划暨奔驰smart幸运用户媒体通报会。会上，苏宁易购

公布了“安心购”服务计划，与此同时，在4月份开展的“注册送奔

驰smart”活动幸运用户名单也会揭晓。

八大服务承诺与专项保障资金助力“安心购”服务计划

“按照既定策略的实现，苏宁易购将在2020年实现3000亿元

销售规模，占据中国网购消费市场10%的份额，成为电子

商务市场领先品牌。” 苏宁电器集团副董事长孙为民说

道。

会上，苏宁易购推出“安心购”服务计划， 主要涵盖

以下八大服务标准：100个城市半日达，220个城市次日

达； 7×24小时服务，60分钟快速响应 ；货到24小时完成

安装；电器终身免费保养；机器故障24小时解决，维修质

保90天 ；价格公示，诚信收费；退换货服务：提供上门取

件服务，实体门店24小时内解决；正品行货、出库开票。

苏宁易购承诺所售商品均为正品行货， 苏宁易购除

履行国家三包政策之外， 还将启用服务保障资金赔付消

费者购买商品等同金额。

继奔驰smart后再抽房款 开启“击穿底价，血拼六月”

从4月份开始，苏宁易购推出了“注册送奔驰smart”

活动，同时还推出“百万房款来就抽”活动。6月1日-30

日活动期间，中奖会员可获得苏宁易购提供的30万元房

款。此次活动共分为六期，共计180万房款倾情奉送。

此外，在“击穿底价，血拼六月”促销月中，苏宁易购

还将进行多场专品促销活动，涵盖了一线品牌、新品、热

销产品、还有一批苏宁易购特别采购的低价专供机型。

苏宁易购在京发布“安心购”服务计划 掀起电商行业服务大战

6月5日上午9点，我国著名肿瘤专家何裕民教授将

在湖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17楼就肿瘤患者的康复、

治疗等问题作现场报告。 此次大型公益讲座是湖南省

健康教育所主办的“健康生活方式、我们在行动”———

倡导全民健康生活方式大型系列公益宣传活动之一。

何裕民教授把从医多年诊治的病例如电影般鲜

活摆在市民面前，并辅以精辟讲解，让市民真切感受

“何氏肿瘤理论”中“三驾马车”“零毒抑瘤”及“圆桌诊

疗”在肿瘤治疗中起的重要作用，使癌症患者不再“望

癌生叹”，通过中西医综合治疗，配合饮食、运动、心理

等手段走向相对康复，带瘤生存。继国家规划教材《现

代中医肿瘤学》后又出一有关癌症力作《癌症只是慢

性病》全书以“新观点，新治疗，新康复”为中心，倡导

新观念———治疗癌症不一定要采取过度的手术、放

疗、化疗等激烈方式进行康复治疗，完全可将其当作

慢性病，让患者生活质量得到提高，延长生命周期。现

场将向听众赠送“肿瘤饮食指导指南”。

免费索票0731-85568758

地址：湖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松桂园站或湖

南日报站下车）

世界杰出华人奖获得者

肿瘤专家何裕民大型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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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 35离星级管理收入丰厚私房一栋征

感 情 专 一 上 门 男 13786145512

女 41 离孩对方经商富姐生意好，房多

套 征 54 下 疼 她 的 男 15084962327

女 46离部队转投资公司老总高品味高

收入房车齐征有情男 13187046918

女 51丧经商十几年家境好房三套真心

找 伴 男 可 落 户 女 方 13142019199

男 50离公务员收入高房二套温文尔雅

有 责 任 心 征 爱 家 女 18975895901

男 56丧真正好男人条件好经济丰住房

优性格好征城乡不限女 86734161

交友女 35经商媚娘靓车宽房火辣身材

曼妙风姿盼男依偎 15207493319

交友女 40无孩款姐丰态性感迷人孤独

长 夜 盼 有 情 男 相 伴 15274974699

爱心驿站婚友

付律师

13975826245 免费咨询

合同债务婚姻劳资法律顾问

缺资金找国融

低息快捷解决企业及各类项目

借款，矿业、电站、农林业、交

通、能源、新（在）建项目、房地

产开发项目等。 028-68985858

手机定位

智 能 卡

定位手机位置， 短信拦截，

自动录音，清单查询等，（货

到付款）www.wkjtq.tk

13178880794胡

1360m

2

酒楼转让

河西桐子坡万利大厦（附楼），

联系人：谭先生 15974123787

高科技捕捞机 捕猎机

捕捞机：可捕水中一切动物， 80

米水深宽 1680/台， 120 米水深

2650元/台。 捕猎机：可捕各种猎物，

3 千米 1330 元/台， 1.8 千米 850 元/

台。 发地址姓名到 13878096638 即

寄资料 VCD 光碟， 可货到付

款。 广西玉林市富民电子厂

电话：0775-2601638 联系人：甘彬

捕猎机 捕捞机

激光捕猎机： 可捕各种动物，2 千米

850 元， 6千米 2380 元。 捕捞机：可

捕水中一切冷血动物，30 米 680 元，

130 米 2200 元。 将你的地址发到

13790322028 即寄资料 VCD 光碟，

可办货到付款。 广东省东莞市广利

科技公司联系人： 黄汝刚 电话：

0769—86385068 手机：13790322028

大额资金寻项目投资

财富专线：028-66660800

省有线“电视黄页”诚征市（州）县总代理

��������按照省委、省政府“三网融合”双线改造要求，省

有线电视特开设“电视黄页”栏目及书刊项目，为了将

该政府公益项目迅速普及到全省各地，特向全省诚征

市（州）、县总代理，该项目适合于有志从事本地开拓

政府公益项目及书刊采编发行工作者，能成就您在当

地拥有一番永久的事业，欢迎有识之士前来报名。

湖南有线信息公司 地址：长沙市人民中路 9号

0731-84160276 13237422788（李主任）

我校诚聘

全省各地初、高中老师合作招生，生源

费 2800 元每人现结。 18684833539

男女公关伴游，收入

丰厚 13808489611

急聘

大药房转让

开福区政府旁盛世路 18974816983

医院诚聘

皮肤科，中医科执业医师，

护士，业务人员若干名。

18975850111

85151519

85495777

特价搬家 拆装空调

镗工、数控车、普车、加工中心、

钻工、焊工、油漆工、滚齿工、勤

杂工、鼓风机公司 86963628

诚聘

2011 年医学高级职称

最新版人机对话考试 13787219491

10 万年薪聘海员代理

湘海国际船公司 0731-85865188

招生 招聘

招商招聘

超越汽车前预警防撞安全自控装置

具有自动报警、减速、自动刹车功能，

该产品拥有独立知识产权。 现面向湖

南省诚征市级代理，另长期招聘业务

员，底薪三千！ 详情致电 13319579901

13508489262 0731-84078182

www.cyhn.com.cn

芙蓉露干洗机水洗机

汽车南站涟源百货城 0731－85054362

600m

2

土菜馆优价转让

地址：汽车东站附近。 18900739887

转让 出租

全省招商

http://epaper.voc.com.cn/sxdsb同步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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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潭点：13307326463 宁乡点：82373601

星沙点：13607490384

刊登热线：

0731-84464801

13875895159

广告 元/行起 公告声明 元/行起 每行按 13个 6号字计

35 40

株洲点：28163526

报纸发行全省 网上发布全国 小小投入 大大回报 一个电话 立刻上门

拆装家具 移空调

85710002

诚聘搬运工

蚂蚁

84478678

专业搬家 移空调

一定发

搬家 家政

财运来

特价搬家 拆装空调

84725488

85594898

搬家行业诚信经营单位

聘

搬

运

工

800m

2

精装写字楼招租

锦泰广场地铁城轨旁 13207487168肖

三高渣土运输招汽车

0731-88210098、13637419155

瑞精投资

14 年专业投资服务企业， 正规

渠道，团队运作，大额资金寻项目

郑重承诺：前期不收任何费用

投资直贷项目：房地产、在建工

程、矿业、工厂、电站、能源、农

业、养殖、医院、学校、科技开发

等。 方便、快捷。

全国免费直拨电话：400-028-9991

邮箱：scrj72@163.com

神奇捕捉机

采用美国雷达声波诱引技

术制造，不用拉线。 诱引范围 1-

7千米。价格优惠，欢迎订购。短

信索取捕猎光碟 13826228752

广州市正和电子厂 厂长：宾柏章

电话：020-36210092

网址： www.gzzhdzc.com

皇冠世家高薪诚聘

湘绣、苏绣、十字绣绣工，月薪可

达 1 万元以上， 生熟手不限，免

费培训带走加工。 电话：83587790

特治前列腺炎、增生

知名民族医师伍本裕、伍伟

运用土家族独特秘方，专治：

特治前列腺炎、增生、前列腺肥

大、尿频、尿急尿痛、血尿、阳萎、

阳缩、 拉尿不出要插导尿管者，

都能三五七天扯掉管子正常排

尿，二十天左右可愈，愈后不复发

地址：长沙望城坡门诊部

（银杏路 6号，汽车西站对面）

电话：0731-88812718、13975156778

补肾用国药

《藏九珍补肾丸》

【功能主治】补肾强身、阳萎早泄、性

功能障碍等。 请您认准： 国药准字

Z63020164，三盒一疗程（凡买二送

一）长沙指定经销：五一广场平和堂

药号、五一路家乐福双鹤大药房、东

塘平和堂药号、 东塘步步高双鹤大

药房、南门口好又多药号、河西通程

新一佳药号、新一佳开福药号、伍家

岭岁宝双鹤大药房、 井湾子大润发

双鹤大药房、 雨花亭沃尔玛双鹤大

药房、 烈士公园东门步步高双鹤大

药房、星沙新一佳楚济堂、株洲平和

堂药号、宁乡大润发福海堂大药房。

热线：18711196016、18711191016

芙蓉广场、西站 、保洁

保姆、钟点工。 85869436

海川家政

湘江世纪城网吧转让

非诚勿扰。 电话：18975123399

大型仓库厂房出租

人民东路附近 13574101178

通程律师集团

免费法律咨询

刘律师 13974919086

律师 调查

刘江国律师（父）15974243618

刘 明律师（子）15874214168

刘晓娟律师（女）15084702958

睿

邦

律

师

父

子

兵

九头鸟调查事务所

合法清债、打假、婚姻、商业调查取证寻人

0731-86544088、82241122www.gzjtn.com

大额资金寻优质项目

028-86660850

婚 介

省 AA 级驾校，市十佳驾校，市驾培

行业“质量信誉”排行第一。 学员报

名，上门接送。 一人一车，计时训练，

随 到 随 学 。 总 部 ：8８８８６２８８、

8８８８５２８８ 开福分校：88615111 湘江

世纪城：85360001长沙晚报：84515757

猎鹰驾校

!!!!!!

经济信息

通程商业挥师西进怀化

本报6月1日讯 周兆达又出手了。

不过， 这次不是在大腕云集的星城长

沙，也不是商风日盛的株潭地区，而是

素有“大西南桥头堡”之称的怀化。

上周六，长沙通程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与怀化英泰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正式

签订合作意向，打造通程商业广场怀化

店， 这是继2009年通程商业广场浏阳

店、2010年通程商业广场红星店开业以

来的又一集成之作，也是通程商业在二

级地市开出的第一家全业态的大型购

物中心。

长沙通程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长周兆达表示，进驻怀化是通程集团在

增资扩股后重点转向发展壮大“通程商

业”的第一步棋。

这种全业态抱拳出击的发展模式

已经成为通程商业乃至整个通程集团

后续发展的主要方向，通程商业广场浏

阳店的成功运营为通程商业进军二级

地市提供了强有力的信心，且成熟可复

制的运营模式更是为其后续加速开店

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

据了解，通程商业广场怀化店位于

怀化市火车站， 商场裙楼总建筑面积近

50000平方米，地下两层、地上五层。百货

定位为“时尚流行百货”，整个百货卖场品

牌数达300余个，营造出一种清新、浪漫、

自由、贴心无忧的全新购物休闲空间。通程

电器涵盖彩电、冰箱、空调、手机数码、厨卫

家电五大家电品类等数百个国内外知名品

牌。 ■记者 邢云

▲

通程挺进湖南西部怀化， 图为签约

仪式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