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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的“长沙首届翡翠钻石直销惠”将于明天在长沙

市芙蓉华天大酒店二楼展厅开幕。据组委会崔忠介绍，这次直

销惠采用国际最先进的“奢侈品快消”和“国际翡翠钻石直达”

模式，采用国际透明定价策略，去除了传统珠宝销售的层层加

价环节，让所有翡翠钻石饰品直达顾客，让长沙市民省钱 70%

以上买翡翠钻石，圆长沙市民的珠宝梦。

由于本次活动 30 分、50 分、1 克拉等特价钻石备货有限，

电话报名订购者众多，所以，公司又紧急空运部分货品，但仍

有供不应求的趋势，望长沙市民提早预订，早到现场，先到先

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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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钱 省钱 明天买翡翠钻石最省钱
■ 举办时间:10 月 26、27、28 号（周六至下周一每天 9：00-19：00） 地点：芙蓉华天大酒店二楼展厅
（长沙市五一大道 176 号、火车站对面西 500 米北） 市民热线：400-990-2787

■ 1 万元的翡翠挂件 明天 2000 元买到
■ 2 万元的精品手镯 直销惠上仅需 6000 元
■ 2 万元就能买到一个收藏级的传家宝

“长沙首届翡翠钻石直销惠”明天早 9 点正式开幕

2000多元的金镶和田玉 几百元买到
在长沙有很多时尚达人特别喜欢

金镶玉饰品，也有很多家长表示要给小
孩买块金镶玉饰品带，据了解，这次展
售的 500多件金镶和田玉，不但品质上

乘，雕工精致，而且价格也比商场里便
宜很多，肤如凝脂的和田白玉配上 18K
金，佩戴之后，既有平安吉祥的美好寓
意，又紧跟时尚潮流、大气灵动。

笔者发现，极品翡翠由于资源稀
缺，身价连年升值，长沙一些翡翠爱
好者直言，绝对不会放过“直销惠”这
样捡便宜的好机会。

“日前缅甸公盘暴涨， 今年以
来，翡翠价格涨幅已超过 30%，像去
年 20万元翡翠， 今年上架已经喊到
了 26万，而且是少一分都不卖，这次

直销惠， 一定要去淘几件上乘的宝
贝”市民孙先生说。

据组委会王主任介绍，这次直销
惠准备了 500 多件收藏级翡翠，价格
从几万元到上百万的都有，由于都是
厂家一手货源，市民就相当于商场直
接批发价拿货。 难怪热爱翡翠的发烧
友们大呼过瘾了。

极品宝贝很多 投资收藏正当时

“人养玉、玉养人” ，不管是老人
还是小孩，谁都喜欢翡翠的温润和光
泽，采访中，笔者发现，很多市民从来
没有带过翡翠，本次活动作为一次翡
翠普及展示，专门组织了一批入门级
A货翡翠，这里面既有传统的翡翠观

音、佛、平安扣、手链项链等，还有貔
貅、如意、福在眼前、等翡翠雕件。

据组委会介绍，这些翡翠饰品全都
是 A货正品翡翠，假一赔十，市场售价
1、2千， 但是在直销惠最低 199元就能
买到，让市民轻松实现拥有翡翠的梦想。

千元入门级翡翠 最低低至 199 元

5万元的手镯 仅需 1 万多元
“腕般风情” ，翡翠手镯是女性

的最爱，腕上戴一款翡翠手镯，让女
性温柔典雅的高贵气质尽显无遗，
这次长沙第一届缅甸翡翠直销惠特
别准备了上千款翡翠手镯， 这些手
镯雕工精致，光滑圆润，造型上有古
典圆型手镯、飘花的贵妃镯、还有大

气飘绿的扁条镯、紫罗兰手镯。 售价
从 1000 元到上百万元的都有， 总体
价格是商场的 1/3， 省钱 70%以上，
市面上 5 万元的手镯，1 万多元就能
买到， 极具收藏价值并且以后可以
作为传家宝的手镯，最低 2 万多元就
能买到。

1万元的翡翠挂件 3000 元买到
购买翡翠、一看“种、水”二看

“色”，男戴观音女戴佛，翡翠挂件、男
女老幼皆宜， 市面上稍微好点的翡
翠，价格都要过万元。

据了解，这次在长沙举办的“翡

翠直销惠”， 展售 5000 多款翡翠挂
件，一个商场里折后价上万元的冰糯
种挂件， 在直销惠 3000 元就可以买
到，省钱大了。

看一看 逛一逛
直销惠上宝贝多

黄金作为一种国际货币，是老百姓最认可的 " 硬通
货 "，但是价格却是起起伏伏、涨涨落落。近年来，随着我
国经济形势大好， 翡翠投资异常升温， 据专家介绍，从
2000 年千禧年之后，翡翠价格一路走高，起升值幅度已
远远超过黄金，尤其是中高档翡翠的保值性、增值性是
非常明显的，国内一些珠宝拍卖会上，高档翡翠的价格
更是屡创新高，为什么翡翠会如此受国人追捧？ 诱发翡
翠升温有以下主要几点：

第一：作为全球最大的翡翠原料出口国缅甸，自今
年 3月份政府控制公盘交易以后，翡翠原石价格猛翻了
5个跟头，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翡翠原石的紧俏，使翡

翠成品价格也是成倍攀升；
第二：缅甸密支那地区作为全世界最主要的翡翠毛

料产地，资源已接近枯竭；就像新疆的和田玉一样，慢慢
的变成一料难求。

第三：近年来欧美国家都纷纷进入缅甸进行翡翠的
开采和贸易，打破了原来中国对翡翠市场的垄断格局。

基于以上几点，专家预测，明年平价翡翠市场将异
常火热， 而中高档翡翠将成为最热门的投资及收藏热
点，涨价大势所趋，所以，市民有机会、就应赶快出手，以
免以后想买的时候吃高价粮。

专 家
预 测 国内翡翠市场明年涨价成定势，有机会，快出手！

翡翠 寓意着平安吉祥 一直是中国人最爱的佩戴饰品
老人带块翡翠，寓意身体健康，长命百岁；女人带翡翠，彰显高贵气

质，家和万事兴；男人戴翡翠，寓意事业有成，财源旺盛；孩子带块翡翠，
寓意茁壮成长，平安吉祥。

价格大比拼 直销惠 VS 商场
品 名

油清飘花贵妃手镯

紫罗兰扁条手镯

冰糯种飘绿观音

糯种飘绿如意挂件

1.38g千足金和田玉福禄吊坠

商场价格

商场折后 12800 元

商场折后 58960 元

商场折后 15740 元

商场折后 5600 元

商场折后 2670 元

直销惠价格

直销惠价格 3840 元

直销惠价格 17680 元

直销惠价格 4722 元

直销惠价格 1680 元

直销惠价格 850 元

机会仅有三天
错过这次 后悔一年

温馨
提示

举办时间:10 月 26、27、28号（周六至下周一每天 9：00-19：00）
地点：芙蓉华天大酒店二楼展厅（长沙市五一大道 176号、火车站对面西 500米北）
市民热线：400-990-2787

钻石直销惠火爆全国
长沙千人报名明天来抢钻

深圳欧皇珠宝凭借以色列货源直供的优势，在国内各大城市举办的“直销惠”异常火爆。

省钱 70%买翡翠钻石

长沙市民请注意：省钱 70%买翡翠，抢钻戒 长沙市民请注意：省钱 70%买翡翠，抢钻戒

从本月 21 号开始，读者电话络绎不绝，很多人都提出了
自己的疑问， 笔者也通过组委会帮大家寻找到了这些常见问
题的答案。 如果您还有疑问，欢迎拨打 400-990-2787。
1.本次活动的钻石有证书吗？
解答：有，是国检证书，可在国家珠宝玉石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主页上查询到。
2.是天然的还是合成的钻？
解答：是天然的钻石，均为以色列货源直供，比利时切工，深圳
加工的钻饰品。
3.本次出售的钻石保值吗？
解答：钻石只要达到一克拉以上都有保值与增值的价值和空
间。
4.开始与结束的时间？
解答：本次“翡翠钻石直销惠”分为三场。 从 26日至 28 日，每
天从早上 9：00开始，至 19：00结束。
5.可以刷卡吗？
解答：支付方式可以付现金，也可刷卡。

读者热点问题解答限量供应：
30分的钻戒 3999 元，省钱 1 万!
50 分的钻戒 8999 元，省钱 2 万!

26999 元，买个克拉钻，能省一辆车!

1克拉至 5克拉裸钻很多
满足高端人士需求

长沙男人口嚼槟榔，吞云吐雾，看上去好像有点坏，其实
非常实用，他们能挣会花，头脑灵活，非常有“范” ，更重要的
是，他们虽然粗犷，其实内心感情非常细腻，笔者在走访中发
现：很多 35 岁以上的男士都深爱自己的老婆孩子，尤其是对
待一心扑在家庭上的老婆，很多人甚至有一种深深的愧疚感，
认为自己亏待了老婆，听说这次“钻石、翡翠直销惠” 的事情，
市民李先生表示："自己和老婆已经结婚 10年了，刚结婚的时
候由于经济上的原因，没有为老婆买一枚钻戒，现在正好赶上
直销惠，比商场能省 70%，一定要为老婆买一款好的，个头大
的，补偿老婆多年的付出 "。

欠老婆白金钻戒已经 10 年了
这次圆了她的梦！

据笔者了解：克拉钻已成为成功女性的第二张身份证，在
长沙 7成的成功女性，都拥有一枚甚至几枚克拉钻，自从本周
一长沙首届钻石翡翠直销惠见报以来， 有很多成功女性打来
电话都表示要购买克拉钻和高端翡翠手镯， 以彰显自己的高
贵身份和提升个人品位， 听说本次直销惠上克拉钻最低只有
26999元，比商场价便宜一半还多，很多人都表示：这简直比在
香港买还便宜。

富婆酷爱克拉钻
称直销惠上比香港还便宜

市 民 心 声

活动仅有三天 错过这次 后悔一年

本次展会所有翡翠、钻石保证真品，并配有国家珠宝鉴定证书，假一赔十，你可以拿到市面上比品
质、比款式、比价格，如果发现同等质量、同等款式买贵了，差价 3倍返还。

郑重
承诺

举办时间:10 月 26、27、28号（周六至下周一每天 9：00-19：00）
地点：芙蓉华天大酒店二楼展厅（长沙市五一大道 176 号、火车站对面西 500 米北）
市民热线：400-990-278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