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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女报 / 凤网讯（通讯员 唐
伟） 由红网、潇湘晨报联合主办，
今日女报等协办的“2014（第四届）
湖南汽车巡展”3 月 21 日将在湘潭
体育中心首发起航，第二站岳阳将
于 4 月 4 日在岳阳文化艺术会展中
心拉开序幕，届时将有近 60 个品
牌 300 多款车型联合参展。此次巡
展期间组委会还将邀请到华中第一

“胸”模、方特欢乐世界表演团等奉
献精彩表演，除此之外还将举办看
车中百万家电大奖、购车观展券可
底价购车再享千元特惠等一系列购
车优惠活动。

经过三年的运作历练，可以说
每一届的汽车巡展都成了广大市民
购车的节日，每到一站必然会引起
当地车市的购车热潮，对当地车坛

引起震动。2014 湖南汽车巡展更
是得到了来自国内所有主流汽车品
牌厂家的积极响应，由于顺应了汽
车市场挺进地市州级的要求，每一
站都有汽车品牌主动要求参展。除
了在参展车型、厂家展具上提供有
力支持，更是拿出了在一线城市也
未必能有的优惠政策。

品牌最全 优惠最大 
随 着 车展 的 时 间 越 来 越 近，

众多汽车厂商也已和组委会签约
参展，基本涵盖了湖南市场在销的
主流汽车品牌和热销车型，长沙豪
华车品牌也将悉数登场。如奔驰、
宝马、路虎、捷豹、凯迪拉克等平
时难得一见的豪车也将开进展会
现场。在巡展中，不仅能在家门口
看到平时难得一见的豪车，购车

还能得到实实在在的优惠。今年巡
展，销售商们都拿出厂家直接定制
的优惠幅度来回馈广大购车朋友。
近日记者从东风标致负责人处了解
到， 其中购 301 交 1000 元抵 5000
元再送 5000 元大礼包，308 最高优
惠 20000 元， 购 3008 交 1000 元 抵
6000 元再送 5000 元礼包。其它品牌
方面，凯迪拉克最高优惠可达 30 万
元；奔驰 C 级享 0 利率超长贷款期
限时专案等一系列的优惠降价活动。

办文化车展 中汽车大奖
为将巡展办得更好，更有特色，

今年的巡展主题活动在去年的基
础上也有大幅增加和提升。据组委
会负责人介绍，今年巡展将着力打
造华中第一“胸”模、方特欢乐世
界表演、看车买车中百万家电大奖、

购车观展券可底价购车
再享千元特惠等活动。
本次汽车巡展，东风标
致汽车特别为车展组
委 会提 供了一台标 致
301 汽车作为奖品车。参
展观众只要在现场留下姓名和电话
就可获得车展观展券一张。不仅如
此，通 过 红网（ http://zt.rednet.cn/
c/zt/32693/） 或 拨打 96360-4-001
报名索票的所有市民，都能在巡展
结束后参与抽奖活动。车展组委
会将从每站车展中抽取 1 位幸运观
众入围，待全年 14 站县域车展结
束，从所有入围的 14 名幸运者中
最后抽出最终的汽车大奖获得者。

去年销千台 今年值得期待
岳阳作为 2013 年汽车巡展的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讯（记者 李旦 通讯员 高敏）
3 月 8 日，为庆祝“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展现衡
阳女性风采，繁荣书画艺术，衡阳市妇联、市文广
新局、市美术家协会、市书法家协会联合主办了“巾
帼风采”——第二届衡阳市女子书画作品展。此次
展览共收到 200 余件作品。在参展的 100 余件作
品中 36 幅作品获奖。衡阳市妇联党组专职副书记
王辉介绍，女子书画作品展现已举办两届，作为衡
阳群众文化的一部分，书画作品展彰显了衡阳妇女

“半边天”的聪明才智和“自尊、自信、自立、自强”
的新形象，必将推动衡阳书画事业的进一步繁荣。

趣味“三八”，多彩女人
编者按：为庆祝“三八”妇女节，各地妇联组织了各种活动，其中不乏颇有创意的活动，
涉及女性文化、道德及生活情趣等方方面面，展示了新一代优秀女性的风姿风采。

关键词：生活味

宁远县：坛子菜大赛展妇女绝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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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7 日，由古丈县委、县人民政府主办，县
委宣传部、县委组织部、县妇联、县茶叶局
共同承办的“茶艺古丈·巾帼先行”古丈县
首届茶艺表演大赛在县会展中心举行。共 17
支茶艺表演队，100 余名妇女干部、群众参
加了此次茶艺表演大赛。比赛中县委办茶艺
表演队表现优秀，荣获大赛一等奖；县茶叶
局刘炳燕、县委办李媛等 10 人被评为优秀
茶艺表演师。此次大赛旨在推广古丈毛尖的
品牌形象，充分展示古丈茶文化的无穷魅力。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讯（记者 李旦）
3 月 9 日，永州市宁远县文庙广场人声
鼎沸，别开生面的宁远县首届“舜毅杯”
坛子菜大赛正在这里举行。经各社区、
乡镇初赛选拔，共包含了 11 个肉食类、
23 个豆制品类、41 个果蔬类的 75 个菜
品参加决赛。经过激烈角逐，坛子鱼、
腌芥菜、豆腐乳 3 个菜品获得金奖，湘

妃椒等 6 个菜品获得银奖，酒糟荷花鲤
鱼等 18 个菜品获得独特风味奖。此外，
大赛还评出了 48 个坛子菜能手。活动
现场还表彰了妇女工作先进集体和个
人，并对 6 名罹患“两癌”的贫困妇女
颁发了救助金。宁远腌制坛子菜的历史
源远流长，直至今日，坛子菜依然是宁
远餐桌上颇受欢迎的菜品。

关键词：文化味

衡阳市：女子书画作品展多姿多彩
关键词：品味

古丈县：争做最美茶艺代言人

2014 湖南汽车巡展 首发湘潭再进岳阳

墙面问题咨询热线：400-8731-999   0731-83108888   网址：www.hk-style.net

您还想为装修污染担忧吗？您还想看到墙
漆开裂、墙纸发霉卷边吗？您还要继续为家装
预算超支纠结吗？获得国家“实用新型专利证
书”的香港思黛尔墙布帮您对它们说“NO！”

零醛 = 健康的家
思黛尔从原料源头严格把关，以纯天然

的棉、麻、丝、毛、涤等作面料，以医用无
菌无纺布为底层，以从土豆、糯米及玉米中
提炼的胶用作复合胶和安装胶，从根本上达
到了零甲醛释放。

品质 = 完美的家
思黛尔掌握核心科技技术，推出的产品具

有高透气、高防水、高防污、高阻燃的特点，

从而规避发霉、卷边、变色等一系列墙面问题。
国际化的视野设计，为广大家庭提供丰富的
花色和品种选择，给您一个有品质的家！

实惠 = 奢华的家
回报社会，让利消费者，打破行业不合理

利润，合理定价，思黛尔以相当于仿瓷、墙漆
的超低价格面向市场，使农民家庭、工薪阶
层都能享受得起星级家装。

服务 = 温馨的家
思黛尔不单有完美的产品，更有完备的施

工及售后服务。遍布城乡、进驻村镇的推广员，
为广大家庭提供完备的服务跟踪，让您的家
更加温馨！

会呼吸的墙布·思黛尔

第一站，3 天时间现场成交 1129 台，
刷新了湖南汽车巡展的销售记录。
今年巡展将再次来到岳阳，各个参
展商也是信心满满，其中东风雪铁
龙湖南区域经理雷达表示 ：“湖南
汽车巡展的宣传我们是有目共睹的，
所以去年我们参加的岳阳站巡展能
有这样的销量也是理所当然。2014
东风雪铁龙将会继续全程参与，而
且在今年的车展现场将注入一些全
新的元素，比如在展具这块我们也
会有一个更好的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