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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

六月最后一个周末， 有新店开
业，有商场“年中庆”，还有不少新的
盛夏促销。

友谊商店
即日起至7月31日，B座1楼名品

区VERRI专柜，1件8折，2件7.5折；即
日起至6月30日，雅诗兰黛、香奈儿、
兰蔻、HR、娇兰等国际进口化妆品5
倍积分，2档加赠。

运达美美国际名品商场
即日起，Bally品牌部分商品5至8

折，Celine品牌部分商品（服装与鞋子）
5至6折；Salvatore�Ferragamo部分商品5
至7折；FLAVIO�CASTELLANI部分7
折：DKNY部分货品7折。

新世界百货
即日起至6月30日，商场夏品5

折起，6楼VIP专享内衣、男装特卖
会2折封顶；VIP满380元赠50元鞋
区、女装券，特例商品除外；即日
起至7月7日，VERO�MODA全场5
折。

平和堂
即日起至6月30日，商场“夏季

特惠”互动开始进行；即日起至7月1
日， 五一店中厅娇韵诗满额赠礼；
东塘店中厅贵之步、 百丽、UU、天

美意、 星期六等品牌女鞋全场3至6
折。

步步高超市
即日起至7月9日， 福临门桶装

菜籽油调和油每桶仅售30元， 凭会
员卡消费每卡限购4桶；体能菠萝味
碳酸饮料果啤每厅1元，每卡限购一
件；炫彩11L水桶每个5元。

阿波罗商业广场
即日起至6月30日， 商场部分

品牌2至7折感恩特惠酬宾；ONLY
女装、 斯莱德男装中厅推广5折优
惠；贵之步女鞋中厅推广全场1至3
折。

喜盈门建材家具广场
开业期间， 购物备有1000个免

单大奖；VIP狂欢夜在所有优惠力度
上， 购物满1万再送200元购物中心
提货券、满3万再送800元，满5万再
送1500元。

香港莎莎喜盈门·范城店
开业期间，任意消费可获赠莎

莎口红笔 1支 ； 消费满 138元赠
Sasatinnie丝滑面膜2片装； 消费满
268元可享折上9折；消费满人民币
488元送价值人民币150元美容护
理。 ■记者 朱蓉

6月28日， 位于万家丽路
与木莲东路交会处的喜盈
门·范城正式开业迎客，章子
怡亲临开业现场。该商场为国
内首个时尚娱乐城市综合体，
共计营业面积达到48万平方
米。据介绍，喜盈门·范城集建
材家具广场、潮流百货、环球
餐饮、连锁超市、国际影院等
多种业态于一体，可同时满足
消费者购物、聚会、休闲以及
娱乐等多种社交需求。

上海喜盈门国际商业连
锁企业总裁魏锦标表示，长沙
喜盈门·范城将本着对消费
者、合作方以及社会负责的态
度，展现新一代商业领航者应
有的责任心。据悉，6月30日下
午，美国NBA球星麦迪、威廉
姆斯以及邦奇威尔斯将亲临
范城，与球迷亲密互动。

购物中心
与建材家具广场结合

与大多数百货卖场不

同，此次新开业的喜盈门·范
城首次将时尚购物中心与建
材家具广场两个不同的业态
前所未有地集合到一栋建筑
内， 满足部分消费者一站购
齐建材家具与时尚名品的需
求。这同时也意味着，长沙市
民将尝试到“上楼买建材家
具，下楼逛购物中心”的全新
购物模式。

据了解，喜盈门·范城1号
栋从负一楼到二楼为时尚购
物中心，其中聚集了多个国内
国际时尚品牌，涵盖了如香港
Sasa、 优衣库、C&A、H&M、
黛安芬、 爱慕等一众知名品
牌。另外，也有金牛角王中西
餐厅、许留山、面包新语等知
名餐饮品牌。

“3到8楼是长沙市内规
模最大、 产品最全的建材家
具广场。” 喜盈门·范城相关
负责人介绍， 这里不仅有德
国唯宝卫浴、 西班牙宝路莎
瓷砖等欧美进口品牌， 也引
进了国内优质畅销如箭牌卫

浴、诺贝尔瓷砖等知名品牌。

开业期间
各品牌大力度促销

一家大型城市综合体开
业，热闹的促销必然少不了。
据记者了解，此次喜盈门·范
城在6月28日至30日开业期
间， 将送出1套范城豪装公
寓、3台奔驰smart以及100
根千足黄金。另外，在7月1日
至21日期间，也将有6台奔驰
smart、60份千足黄金赠送。

而范城时尚购物中心内
的多个国际时尚品牌， 开业
期间也拿出了最大力度的优
惠。“我听说在C&A折后还
能满 199元送 50元券 。在
C&A的赠券拿到香港Sasa
购买护肤品， 算下来在范城
买的化妆品会比香港还便
宜！”时尚达人王小姐坦言自
己从很早就开始期待喜盈
门·范城的开业。

■记者 朱蓉

夏季降温装备多
快干泳衣、真皮凉席受欢迎

喜盈门·范城开业 章子怡助阵
国内首家时尚娱乐城市综合体现身

位于喜盈门·范城购物中心内的香港sasa是亚洲最大的“一站式购齐”化妆品零售专营店，营
业面积约为220平方米。该店分为护肤、香水、彩妆、头发护理以及健康食品5个专区。此外，喜盈
门·范城店内设有1个独有美容示范间，方便消费者根据自己所需选购专业线产品。

品牌方面，约100余个，产品2000余种，七成为来自欧洲、日本等地的进口商品。据了解，莎
莎方面称，将在范城店着重独家代理品牌和自由品牌，如瑞士葆丽美等品牌的经营，以确保前
往喜盈门·范城购物的消费者能够享受到与香港门店同样的服务。

6月末最后一波促销

喜盈门·范城6月28日开业。

运输合作招标公告
我司系中国建材旗下、 湖南省规模最大的

专业化水泥和商品混凝土公司，在水泥与商品
混凝土的产销方面具有较强实力与竞争优势。
现因业务需要，公司本着公平、公开、公正的原
则，对下辖商品混凝土企业的运输及车辆进行
招标， 欢迎符合要求的运输企业前来投标，确
立合作关系。
一、招标范围及内容
1、合作区域
湖南南方长沙市各混凝土运营中心（含宁乡和浏
阳）。该区域预计年运量1200万方（以实际为准），
共有商混车泵1062辆。
2、合作内容
（1）商品混凝土运输、泵送业务；
（2）商品混凝土企业车辆转让（详见招标文件）。

二、投标资格要求
1、 投标单位应具有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准的营业
执照和运输经营范围，具有运输经验。
2、具备运输质量保障能力和抗运输风险能力。
3、能够提供全天候服务，具有流畅的信息沟通渠道。
4、具有较好的资信能力。
三、本次招标解释权归属于招标人。
四、报名截止时间：2013年7月5日17：00
五、联系人及相关信息
联系人：谭军 罗阳泉
联系地址：长沙市芙蓉中路神农大酒店商务楼18楼
联系电话：13807321908������1973221089
传真：0731-82561666

湖南南方水泥集团有限公司
二〇一三年六月二十八日

尽管近来开始降雨，但对即将
进入7月的长沙来说， 气温还是
“不容乐观”。为了对付高温，网友
们也是花招百出，有人抱着冬瓜入
睡，有人用矿泉水瓶自制“水床”，
让人不禁感叹“高温诚可怕，智慧
招更高”。事实上，夏季降温，无论
是选择到泳池中徜徉一番，又或者
准备一张质地不错的凉席都是很
好的办法。

双层泳衣1分钟速干

在星城商场逛了一圈， 发现今
年的女士泳装最惹人眼球的莫过于
双层设计的款式。 相比多年来一直
流行的比基尼， 双层设计的泳衣在
修饰身材、 避免尴尬等方面具有明
显的优势。 据乐活城某专柜店员介
绍，今年以来，外罩纱的款式销售情
况最好。她认为，相近款式的泳衣热
销的主要原因是泳衣的纱质部分采
用了进口材料，能够确保出水后1分
钟即干， 消费者不必担心过于贴身
造成的不适或不美观。

另外， 今年大热的荧光色也延
续到了泳衣的设计上， 荧光橘色、
荧光玫红以及荧光绿都受到消费
者的喜爱。据调查，目前市场上较
受欢迎的泳衣价格保持在700元至
900元之间。

小贴士： 虽然今年荧光色很流
行，但在选择时也应与肤色相称，偏
棕色皮肤更为适合， 白皙的肌肤则
更适合粉彩色和蓝紫色系。

真皮凉席一张要价2万

说起凉席 ，竹席 、藤席 、亚麻
凉席都不陌生， 其数百元到千元
的价格也算亲民。在今年的凉席市
场上， 要价2万多元一张的真皮凉
席可以算得上是真正的贵族。据了
解，全世界要数四川三峡地区的水
牛皮最适合做牛皮凉席。而据出售
该凉席专柜的销售员介绍， 皮凉
席比较有档次，因为是真皮质地，
天然的毛孔能够实现透气、 吸汗
和散热的功能，给人舒适、顺滑的
手感。

就颜色而言，真皮凉席也并非单
调的褐色，而有深紫、果绿等多种颜
色可以选择，有的型号甚至还配有印
花或者凹凸花纹。这一设计除了给消
费者带去清凉之外，还让凉席起到了
很好的装饰效果。

小贴士：在选择牛皮凉席时，不
必过于追求席面的光亮和平整。因
为真皮凉席如果使用天然皮料，一
些伤残疤痕不可避免， 业界甚至有
“无伤不真皮”的说法。

■记者 朱蓉 实习生 鄢然

香港SaSa长沙二店落户喜盈门·范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