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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贴士

匹克球星路·威廉姆斯 7日来华 打响 2016NBA中国行第一枪
一年一度的“匹克球星中国行”即将

点燃夏日篮球之火，2016 年的匹克球星
中国行，将由霍华德、帕克、路易斯·威廉
姆斯和乔治·希尔领衔， 历经 4 个月走访
近 20 座城市， 以此答谢球迷多年来对匹
克体育的关注和厚爱。 而开启 2016 年匹
克球星中国的， 就是前 NBA 最佳第六人

路易斯·威廉姆斯这也是匹克连续 11 年
将 NBA球星带到中国。

“从 2006 年第一届匹克球星中国行
活动举办至今， 已经过了整整 11 个年
头，已成为匹克每年的标志性活动。 ”匹
克体育 CEO 许志华说，“匹克体育一直
注重球星资源的开发与运用， 以助力

NBA 巨星在赛场上取得好成绩视为己
任。 ”

未来， 路易斯·威廉姆斯所要走的
NBA 职业生涯路还很长， 匹克体育希望
用专业化的篮球产品和威廉姆斯一道，续
写紫金军团的辉煌，为广大球迷奉献更多
精彩。

绩优老保本基金成市场稀缺资源 诺安鸿鑫保本基金即将结束二期申购
今年以来，保本基金的市场需求持续

升温。 处于过渡期申购的绩优老保本基金
成为市场上的稀缺资源， 深受投资者垂

青。 据悉，目前正在二期申购中的诺安鸿
鑫保本基金即将结束，投资者只有在 6月
6日（含当天）前进行申购并持有到当期

保本周期到期，才能享受下一个保本运作
周期的保本约定。 建议有理财需求的稳健
投资者可重点关注，把握机会及时申购。

邓禄普重磅推出全新 TVC《Overtake� Yesterday》
强势助力中国国家田径队征战奥运会

成为中国国家田径队官方赞助商的
百年轮胎品牌邓禄普， 近期将重磅推出
2016 年全新励志广告大片《Overtake�
Yesterday》，并诚邀中国国家田径队本色
出演。 高度展现了田径健儿们坚持不懈的

拼搏精神，有力传递了“不惧挑战、超越昨
天” 的价值观与正能量，充分彰显了邓禄
普轮胎不断进取的品牌精神。

随着里约奥运会临近，邓禄普轮胎全
新励志广告大片，预计 6月中旬强势登陆

各大电视台、视频网站、微信等社交平台。
届时，邓禄普轮胎官方微博将同步展开相
关活动，诚邀公众一起为田径健儿出战里
约奥运会加油鼓劲，共同助力中国国家田
径队再创辉煌！

雅培助力 2016长城国际马拉松
5 月 21 日， 第十七届

长城国际马拉松正式开跑。
全球领先的医疗保健公司
雅培携手来自全球各地 60
多个国家、超过 2,500名马
拉松跑者一起见证健康奔
跑成就生命无限可能的非
凡成就。

来自雅培的员工沈剑
锋蝉联冠军，陈雪也将女子
组全马季军收入囊中，激励
更多中国消费者关注健康，
发掘自身潜力，成就精彩的
人生。

沈剑锋表示：“能够参
加这次长城马拉松活动并
且成功卫冕冠军， 我感到
十分荣幸。 雅培已经连续
两年赞助该赛事了， 我非
常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行

动， 向更多人分享雅培的
企业理念，不断挑战自我，
创造更多可能， 享受每个
年龄阶段带来的美好，活
出最精彩的人生。 ”

从跑步前期为人们提
供营养及科学训练的建
议， 到提供在马拉松现场
快速检测选手健康状况的
雅培 i-STAT 手持便携式
检测设备， 在本届长城马
拉松赛事赞助过程中，也
体现了雅培帮助人们改善
健康的历程。

此外，雅培还赞助了在
东京、波士顿、伦敦、柏林、
芝加哥、 纽约举办的 2016
雅世界马拉松大满贯系列
赛事。

（肖野）

距离6.8全民VIP闭店专场还
有5天，湖南国美一直在紧锣密鼓
的筹备之中， 力求能够在6月8日
当天带给消费者一场VIP级别的
低价盛宴，在盛夏来临之际，国美
率先打响让利消费者的第一枪。

六月份会成为空调销售旺

季，因为气温的不断攀升，购买和
安装空调的需求一定大增， 并且
在安装方面可能还会出现排队等
待的情况。 而国美不单在价格方
面大力回馈消费者， 还在售后服
务方面同样出彩。比如1.25P冷暖
定速品牌挂机仅售1199元，3P冷

暖品牌柜机
只要3999元，

并且还能享受10%的空调节能补
贴，最高补贴可达1000元。而且
凡是在6.8当天购买空调类产品，
长沙地区的消费者都可享受到即
买即送、免费安装的服务。意味着
消费者从购买到安装都十分的省
心省力， 能够以最快时间享受到

产品的服务。
国美为了体现低价信心，支

持全城全网比价，价格保障到6月
18日。同时，在当天还准备了海量
的特价机型，5折开抢。 一众家电
产品都跌破千元大关， 引领低价
狂潮。 美的188升双门冰箱只要
888元， 韩电6公斤波轮洗衣机只
要599元， 老板烟灶套餐只要

2780元， 并且购厨卫产品享最高
600元的补贴，满一定金额还可送
液晶电视一台。 国美贴合消费者
喜好， 为消费者准备了许多时下
年轻群体特别喜欢的产品。 譬如
爱乐优智能服务机器人， 售价
2298元； 大疆航拍无人机售价
2999元， 还加送泰国游旅游券一
张。

国美6.8全民VIP�闭店专场 打响盛夏福利第一枪

5月31日，金鹰卡通“蜜芽六
一惊奇夜”在长沙举行，蔡依林、
张杰、薛之谦、徐浩、苏运莹、夏天
夏克立黄嘉千一家等一众明星出
席， 给观众带来一台别开生面的
六一晚会。 金鹰卡通首次采取晚
会直播的形式并全面拥抱互联网

和新媒体矩阵，在晚会直播当晚，
打开“蜜芽”APP，摇一摇即可领
取福利，参与到节目中来，扫描二
维码，即可实现购物，这是蜜芽借
助金鹰卡通卫视影响力、 发挥电
商平台优势、结合具体节目内容，
设计开展的亲子电视购物活动。

在晚会直播的过程中，消费者
通过电视、网络、手机等平台，边看
节目，边抢红包，边购物;通过多场
景互动，让众多家庭群体共同参与
到这场狂欢中来，让观众体验“边看
边玩边买”的疯狂亲子购物体验。笔
者了解到身边的妈妈们纷纷表示
这样的购物形式很“刺激”。

澳牧进口儿童牛奶作为一款
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牛奶， 与蜜芽

进口母婴平台定位不谋而合，并
进行深度合作， 当晚除了在场小
朋友都能喝到澳牧外， 澳牧进口
儿童牛奶广告片、 澳牧约您游澳
洲亲子游大奖几乎霸屏， 除了晚
会合作， 蜜芽APP站内还进行了
重点推荐， 且荣获蜜芽2016年风
尚中国力量大奖， 澳牧也不负众
望， 六一大促期间不但购买有减
免优惠，而且千份礼品免费送。根

据六一蜜芽后台数据显示， 晚会
当天收到上千订单。澳牧这匹“大
黑牛”在六一惊奇夜晚会结束后2
天，几乎卖断货。

勇于创新， 坚持亲子理念。澳
牧进口儿童牛奶一如既往地致力
于把营养健康、新鲜香浓的澳洲好
牛奶带给更多中国孩子，把牛奶当
做细活来做，用良心专注地去做，保
障每一个孩子健康快乐成长。

六一儿童节，澳牧进口儿童牛奶受追捧

5月28日，交通银行副行长王江
在长沙出席由湖南省委、省政府举办
的“加强产融学合作，推进湖南十三
五发展”座谈会，并代表交通银行与
湖南省政府签订“十三五”期间战略
合作协议。

近年来，交行湖南省分行坚持扎
根地方建设、服务地方发展，努力实
现与湖南经济社会同发展、 共进步。
“十二五”期间，该行持续加大在湘全
口径融资投入，为湖南经济发展注入
资金近2200亿元， 其中信贷总投放
量超过1400亿元， 有力支持了湖南
经济结构调整与转型。同时，该行抢
抓湖南在国家中部崛起战略以及承
接沿海产业转移中的重大机遇，积极
助力实业，授信支持了中联、三一、五
矿、广菲、远大等省内一批优势企业。
此外， 该行全面深化与湘江新区、长
沙经开区等重点产业园区的金融合
作，提供一揽子综合服务方案。

下阶段， 交行将继续通过信贷、
投行等多种方式积极支持湖南省重
大项目建设、骨干企业与中小企业发
展，为加快建设幸福新湖南作出新的
贡献。 ■潘显璇 蒋浩 易月

本报6月2日讯 6月1日
至2日，由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湖南省商务厅共同主办的
201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后市
场年会暨发展国际论坛举行。
期间，湖南汽车行业协会发起
筹备 ；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CAAM）与美国汽车后市场
供应商协会（AASA）签署战
略合作协议，并与湖南星通汽
车签署共建“车智谷”汽车后
市场产业园的合作协议。

汽车维修规模超四千亿

活动上，中汽协车用电机
电器电子委员会秘书长朱小
平介绍， 中国目前汽车保有
量1.72亿辆，维修市场规模达
4500亿左右。 中国汽车流通
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 中国
汽车后市场的规模将近1万
亿元。 而据威固中国总代理
董事长潘丽华介绍， 目前国
内已注册的汽车后市场公司
有58万家， 其中维修企业近
50万家。

活动期间，湖南省汽车后
市场行业协会正式发起筹备，
并成立了以湘车联盟等为会

员单位的筹备委员会，同时拟
委任湘车联盟总经理李柏男
为首任会长。

投资50亿建后市场产业园

现场，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与美国汽车后市场供应商协
会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并与
湖南星通汽车签署了共建“车
智谷”汽车后市场产业园的合
作协议。 据介绍，“车智谷”是
一个融“互联网+”与汽车产业
集群、企业引擎于一体的生态
闭环，计划占地2000亩，总投
资50亿元。

据悉，本次“车智谷”项目
是中国汽车工业协会首次推
出的汽车产业综合产业园区。
“我们希望将其打造成样板项
目，在全国复制、推广、升级。”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
师建华表示。

“近年湖南汽车工业发
展迅猛， 汽车后市场产业后
劲十足， 而且本地对汽车产
业十分重视。”师建华对中汽
协为何选择将项目落户长沙
时如此解释。

■记者 胡锐

汽车后市场规模近万亿 湖南发起筹备汽车后市场行业协会

投资50亿建汽车后市场产业园

汽车后市场是指汽车销售
以后， 围绕汽车使用过程中的
各种服务， 它涵盖了消费者买

车后所需要的一切服务。 具体
包括汽车维修、 护理、 改装、娱
乐、租赁以至汽车金融等方面。

什么是汽车后市场？

交行与省政府签订
“十三五”战略合作协议

从兴业银行“兴动力”信用
卡上市算起，距今刚好一年。“兴
动力”作为国内首款配套移动支
付手环的信用卡，凭借“运动消
耗卡路里换积分” 的创新功能，
掀起了一阵消费金融与运动联
姻的时尚风，使“活力、时尚、健

康、绿色”的信用卡生活消费新
主张更加深入人心。 短短365
天， 全国即有近100万人申领了
“兴动力”信用卡，并兑换了相当
于3.1亿卡路里的信用卡积分，相
当于一个普通人慢跑400多万公
里的消耗量！ ■潘显璇管龙

“兴动力” 为消费者兑换3.1亿运动积分

涵盖汽车维修、护理、美容、改装等方面，汽车后市场潜力巨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