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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 277 送 177

友谊阿波罗感恩年中庆盛宴登场

7 月 15 日，既是友阿股份上市两周年又是年中

庆，那么带来的惊喜也绝对是双倍。

活动期间， 在友谊阿波罗全省百货店购物满

277 元送 177 元现金抵用券一张， 当日还可跨柜累

计送券，多买多送。 同时，凡在友阿旗下各大百货门

店当日累计消费满 500 元的顾客， 可凭本人身份证

申请办理普通会员卡一张。 还有大量 2277 元、227

元、277 元、27 元等价格的限量感恩特惠商品抢购。

据悉，早在六月末七月初，公司旗下的百货门店

就已陆续进行了各自的年中促销， 不过为了配合特

殊意义的年中庆，让消费者共享上市两周年的喜悦，

公司此次将率旗下各门店一同以最大力度让利。

从 2006 年开始，友谊阿波罗就引入了年中庆的

概念，以 6 月作为上下半年的分界，推出大型的促销

来答谢消费者，反响极大，引得各大对手争相效仿。

后来友阿股份上市， 友谊阿波罗又从 2009 年 7 月

17 日上市的当天开始，将上市周年庆与年中庆完美

的结合了起来。根据友阿股份的股票代码 002277 推

出了旗下所有门店 277 送 177 的大型感恩促销活

动，并且各门店辅以各自的精彩活动，有真正的实惠

又有意外的惊喜。今年为方便更多的工薪族抢购，给

消费者带来更多的便利， 友阿旗下各门店又特地将

活动期间的晚间营业时间进行延长。 令消费者既避

开了高温又不耽误上班时间。

友谊阿波罗历年感恩年中庆活动开展六年来，

受到了消费者的强烈追捧， 它已经成为消费者的最

值得期待的半年度消费时机， 成为了友阿一个响当

当的促销品牌。

新一佳十六周年庆

“压轴好戏”谢幕礼

自 6 月 17 日以来全面启动的新一佳超市十六

周年司庆活动，即将胜利谢幕，活动期间四波大规模

的促销活动和商品让利， 着实的让三湘大地掀起接

二连三的购物热潮。 7 月 15 日至 21 日，新一佳又将

启动活动的最后一波，“一击即中神射手，赢 16 周年

好礼、1 毛钱一盒鸡蛋大让利、疯狂冰点价、十六周

年庆专供商品”等多款优惠齐上阵，又将上演一场精

彩的“压轴戏”。

7 月 15 日至 21 日期间以“疯狂冰点价”为主

题，推出数百款低价的民生商品，同时推出 13 款“新

一佳十六周年庆专供商品”、5 款“每日一物”、8 款

“会员持卡专享商品”，47.9 元 / 瓶的禧又多 5L 调和

油、40.9 元 / 袋的金霞幸福家 10kg 装大米， 售价都

远低于市场零售价格。

“一击即中神射手，赢 16 周年好礼”———7 月 15

日至 17 日， 购物满 36 元即可参加“一击即中神射

手”射飞镖活动，射中活动道具上的相应商品图片即

可获赠相应商品。

“1 毛钱一盒鸡蛋大让利”———7 月 18 日至 21

日， 超市区一次性购物满 68 元的前 100 名顾客，可

用 1 毛钱至服务中心购买 6 个装鸡蛋一盒。

农业银行金穗贷记卡刷满 100 元送 10 元新一

佳购物卡———即日起至 9月 31日止，每周六周日，在

新一佳湖南各分店（除银盆岭店、书院路店外）刷金穗

贷记卡（除商务卡外）单笔满 100元，即可获赠新一佳

10元购物卡一张，每日每卡最多可送 500元购物卡。

盛惠南城

明日苏宁黄土岭店新装开业

经过两个月的精心筹备与装修， 备受业界瞩目

的苏宁黄土岭店明天揭开神秘面纱。

没有什么比开业更优惠，7 月 16-17 日 20:00，

至苏宁电器黄土岭店购物满 500 元以上， 即可参加

7 月 17 日 20:00 的“幸运抽奖”活动，一等奖为 32 寸

液晶彩电一台；还有其他奖项如吸尘器、电热水壶等

等，好礼多多，惊喜不断！

黄土岭区域商业业态相对完整， 存在强大的消

费市场。苏宁黄土岭店瞄准市场需求，大规模供应特

价机、高性价比机型，确保消费者在该店可以买到最

实惠的家电。开业期间有创纪录的优惠，满 1000 元，

最高可优惠 300 元，其中包括 200 元现金券以及 100

元心意券。 购空调、彩电、洗衣机等指定产品两件以

上满 1 万元， 在参加其他活动基础上再优惠

200-500 元； 同时开业期间天天返券天天送礼，满

500 元返 200 元现金券；满 3000 元返 600 元现金券。

“中国 IT 零售商第一强”

宏图三胞挥鞭数码步行街

据笔者了解， 宏图三胞长沙朝阳路数码步行街

旗舰店将乘朝阳路双向通车之东风，于 7 月 30 日盛

大开幕， 吹响宏图三胞正式进军湖南的号角。 近

3000 平方米的营业面积，数百个国内外知名品牌的

台式电脑、笔记本、DIY 配件、手机、数码、OA 办公

等 IT 产品一应俱全，各款精品、高端、中端、常用配

置的 IT 商品汇集一堂。

宏图三胞湖南区域总裁倪定松表示： 此次来到

长沙，选址朝阳路数码步行街开连锁卖场，是宏图三

胞进军长沙的第一站也是强势入湖南的重要一站。

同时，长沙二店、益阳、常德店也正在筹备中，整个湖

南市场的全面铺开正蓄势待发； 今年要在全省范围

内开出 20 多家连锁卖场，届时，湖南 IT 市场将迎来

一次全新的热潮。

“宏图三胞”以超市模式卖电脑，这与传统电脑

城有着本质的不同。一是“规模优势的差异”，不论单

体店面的面积，还是整个连锁体系，宏图三胞的总体

规模都远远超过了电脑城及电脑城内的小公司和柜

台，规模化带来的必将是更低的价格。 二是“服务和

诚信的品牌优势”， 宏图三胞是一家专业性很强的

IT 连锁终端卖场， 全国首创用超市模式卖电脑，以

全资自营的方式实行进货、销售、管理等全方位的统

一性，在服务配套和投入也优于“小户”，更能够满足

消费者的消费需求。

据悉，7月 20至 29日期间宏图三胞将推出“寻找

宏人，天天抽现金”活动，同时还开展“预存 30 元变

300元”的活动。 30日开业当天进店客户均有精美礼

品赠送，全场买电脑满 2999元最高送价值 1000元的

礼包，学生购电脑更有额外超值礼品，敬请期待 7 月

30日宏图三胞朝阳路旗舰店盛大开幕吧。

通程年中总动员

幸福全家港澳游

7 月 15 日起，由通程商业公司推出的“通程年

中总动员，幸福全家港澳游”大型购物抽奖活动已全

面启动。据通程商业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活动期间

只要购物就有机会全家（一家三口）港澳游，7 月 15

日 -7 月 24 日，在通程电器、通程百货、通程万惠超

市省内 54 家门店购物满 200 元即可参加“全家港澳

游”的抽奖活动，赢取价值 3680 元全家港澳游。

在通程电器的五一店，前来咨询港澳游活动的

消费者络绎不绝，“实在是太优惠了！”李先生兴奋地

对记者说，“马上要结婚了新房子需要一台空调，也

正准备带爱人去香港度蜜月， 现在只要购物就有机

会实现两个愿望了，一举两得啊！ ”

据悉，凭此次赠送的港澳游贵宾券可供三人使

用，可免费享受全程旅游观光巴士、专业导游全程陪

同、 港澳三夜三星双人房住宿、10 万元旅行责任保

险等 VIP 待遇， 连导游服务费及旅行社服务费都涵

盖了。同时，行程中海洋公园、迪斯尼乐园、维多利亚

港湾、黄大仙庙、妈祖庙、黑沙滩岛等一系列景点门

票一律免费； 提前抵达深圳的旅客还可享受深圳一

夜双人标间住宿。

湖南省红十字会关注健康公益行动

第 100 位公益医疗救助患者康复

昨日上午，来自望城的 42 岁宫外孕患者在湖南

省红十字妇幼医院康复出院， 这是自 5 月 8 日关注

健康公益行动开展以来的第 100 位救助者， 省红十

字会关注健康公益医疗行动组委会为其举行了欢送

仪式， 并对两个月以来的救助工作进展和成绩表示

了肯定和好评。

据悉，这位 42 岁的宫外孕患者姓陈，家住望城

农村，生活条件非常艰苦。 曾有两个孩子，先后溺水

死亡。 已做结扎的夫妻俩，有了重新生育打算，在当

地医院进行了输卵管吻合术。 2011 年 5 月终于传来

怀孕的好消息，不料却是宫外孕。

“宫外孕不可小视，如果忽略或处理不当，容

易造成大出血，甚至死亡”，湖南省红十字妇幼医院

妇科专家介绍。 要找一家好医院，还要保留生育功

能，家里又没钱，在这种紧急情况下，陈女士的丈夫

向省红十字会关注健康公益医疗行动组委会提交

了救助申请。很快，申请被成功审批通过，陈女士住

进了省红十字妇幼医院，全额免费的实施了当前医

疗史上最先进的宫、腹腔镜微创术，解除了宫外孕

危机。

据了解， 本次公益救助仍在火热开展中，12 月

31 日前，全省范围内征集 100 对不孕夫妇全免费治

疗，征集 100 位子宫肌瘤、卵巢囊肿患者全免费实施

微创手术，征集 100 名孕产妇全免费生产，为 10000

名女性进行免费健康普查。 需要健康公益救助的女

性可拨打 0731-85421555 进行咨询和了解。

南湖医院为农民工送凉茶

在南湖路即将竣工之际，为感谢农民工建设者，

7 月 14 日入伏首日，长沙南湖医院全体党员在党支

部的带领下， 给南湖路修路的农民工建设者送去了

凉茶。

当日上午十点， 尽管工地上的温度高达 30 多

度，但是工人们还是认真作业着。看到南湖医院党支

部带着凉茶来看望工友，农民工友督管一声吆喝，把

工人们都召集到了树荫下。

南湖医院党支部书记李焕钰动情的说： 首先，我

要向大家表示崇高的敬意，冒着高温依然工作在第一

线，为我们长沙市的重点工程努力奋斗着，其次，我想

我们党员都应该向你们学习， 学习这种默默奉献，努

力工作的精神。 农民工友激动的握着李焕钰书记的

手，有点腼腆的说：我没啥文化，说不出啥高水平的

话，我觉着吧，我们就是把工作踏踏实实做好喽。

长沙南湖医院党支部书记李焕钰表示， 医院在

今后的工作中，在提高和发展医院医疗技术的同时，

将继续以回报社会为己任， 在群众中树立医院救死

扶伤，服务群众的社会公益形象。

湘潭科林医院党支部

开展创先争优活动

湘潭科林医院党支部以科学发展观统筹全局，

紧紧围绕医院“又好又快发展”和“构建和谐医院”两

大主题，“以人为本，恪守成信，全心全意为病人服

务”，开展创先争优活动。

在创先争优活动中，医院以精湛的医疗技术

打造皮肤病专科品牌。 为使创先争优活动扎实开

展，医院党支部开展走访活动，并就医院的医疗

服务、医疗信誉、医疗环境等内容召开患者和患

者家属座谈会，虚心听取意见。 为强化服务，医院

坚持实事求是，尽力而为、量力而行，采取了免收

挂号费，化验、体检费优惠等措施服务于民。 2010

年 1 月 11 日湖南都市频道报道了溆浦人周丽华

因患心肺疾病和重症湿疹并感染，生命垂危。 科

林医院组织专家免费为其进行抢救和治疗，基本

治愈出院。 湘阴县南湖镇的林金兰，因皮肤病十

年不敢出门，当都市频道呼吁社会爱心人士伸出

援助之手，刘科林院长毅然接她免费治疗，直至

治愈出院。 科林医院一直将回报社会，今年来共

参与帮助贫困家庭等各种社会公益活动 30 余

次，捐资 10 余万元。

医院党支部坚持“以病人为中心”的服务理念，

在护理操作中严格执行“三查八对”，避免了医疗差

错的发生。定期组织护理操作考核，进一步规范了护

理文书的书写。建立了“医院病人观察登记本”、规范

了输液卡的记录，定期进行护理工作讲评分析。为病

人营建了一个良好的就医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