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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女报 / 凤网讯（记者 李志立）3
月 30 日，由长沙市人民政府主办，安利

（中国）日用品有限公司湖南分公司承办
的“2014 长沙市第四十八届春季马路赛
跑暨 2014 纽崔莱健康跑长沙站”将在
贺龙体育中心东广场起跑，长沙市政府
领导将出席活动并讲话。

此次纽崔莱健康跑活动是长沙站
举办的第八次，本次活动以“挥洒活力，
跑向未来”为主题，万人健康跑大军将
从贺龙体育中心东广场出发，途经芙蓉
中路、侯家塘、劳动西路、白沙路、城
南路、长信路口，最后经芙蓉中路回到
贺龙体育中心东广场，全 程 3.2 公里。
在活动终点，主办方还举办了“纽崔莱
健康跑炫动嘉年华”，让广大参与者在
跑步之后尽享运动所带来的快乐，体验

“运动 + 营养 = 健康”的生活理念。
纽崔莱健康跑是一项不分年龄、性

别的群众性体育活动，它融慢跑、游戏、
表演、健康知识传播等于一体，活动不
计名次，重在参与。其每次活动数万人
参与的群众规模、各部门齐抓共办、明
星领跑等因素，奠定了其广泛深远的影
响力。

据了解，自 2002 年起截止 2013 年，
纽崔莱健康跑已跑过北京、上海、广州
等 115 个城市，352 万人热情参与，并向
全社会倡导“营养 + 运动 = 健康”的品
牌主张。2011 年 10 月 23 日，因其 10 年
累积的巨大影响力，纽崔莱健康跑获颁
上海大世界基尼斯“规模最大的全民健
身跑步活动”证书。

安利纽崔莱 通过国家 有关部门严
格的兴 奋剂及产品品质检测，牵手奥
运 至 今 已 10 余 年， 在 2013 年， 纽 崔
莱凭借始终如一的卓越品质，再 次 赢
得了中国奥委会的坚定信任，被选定为
2013-2020 年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营
养保健食品。

湖南汽车巡展本周开幕 特价车等你来血拼
第一站：湘潭   3 月 21日—23 日  湘潭市体育中心；第二站：岳阳   4 月 4 日—6 日    岳阳文化艺术会展中心；
第三站：张家界 4 月 18 日—20 日  张家界火车站广场

今日女报 / 凤网讯（通讯
员 唐伟）多款特价车任你选、
各种大奖等你拿、几百款车随
你挑……没错，湖南汽车巡展
马上驾到啦！3 月 21 日，由红
网、潇湘晨报主办、今日女报
协办的“2014（第四届）湖南
汽车巡展”首发仪 式将在湘
潭市体育中心盛大开幕。作为
第二站的岳阳和第三站的张家
界，分别会在 4 月 4 日岳阳文
化艺术会展中心和 4 月 18 日张
家界火车站广场拉开序幕，届
时将有近 60 个品牌 300 多款
车型联合参展，为广大市民带
来一场豪车盛宴。

据 悉，2014 年巡 展 规 模
再度升级，展 会期间将邀请
到《非诚勿扰 2》演员王馨漪、
高校美女校花及世界之窗表演
团队等亲临现场，为广大市民
奉献精彩的表演。除此之外，
还将举办看车中价值十万元的
汽车大奖，购车中百万家电大
奖、“特价车等你来血拼”等
一系列的优惠活动。

巡展影响力扩大 号召力
越来越强 

湖南汽车巡展从 2011 年
开始举办，经过三年的运作，
可以说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品牌，
更给消费者和经销商架起了沟
通的桥梁。所以今年巡展的品
牌较往届巡展更丰富，如奔驰、
讴歌、英菲尼迪、克莱斯勒、

凯迪拉克、东风标致、广汽本
田、广汽传祺等湖南主流品牌
和热销车型都将到场参展。

记者采访车商时，他们对
于这样的县市巡展赞誉有加。
在 2013 年巡展岳阳站，雪佛
兰在 3 天内便卖了 80 多台车，
令雪佛兰申湘岳阳 4S 店的市
场部负责人庐佐非常满意。他
表示：从这次车展的宣传效果
与实际销售量看，车展非常成
功，湖南汽车巡展的号召力越
来越强。从往届的巡展可看出，
每到一站的汽车巡展吸引的客
户不仅是当地的市民，还有不
少市民是从几十公里以外的其
他县市赶来看车买车的。

厂家大力支持 优惠政策
超乎想象

“此次巡展我们得到了厂
家的全力支持，为了回馈新老
客户的长期支持和关注，同时
为广大客户提供更多的购车优
惠和便利，店里经过与雪佛兰
区域中心进行会议协商，此次
移动展厅可享受前所未有的巨
惠，其中新赛欧、爱唯欧均优
惠 6000 元起，迈锐宝、科帕
奇优惠 30000 元起等 一系列
的优惠措施。”雪佛兰湘潭华
洋 4S 店总经理张静表示。

此外，东风标致、广汽传
祺、东风本田等很多品牌都专
门为巡展定制了现场展具，优
惠价格也是厂家直接指定，所

以这次 巡展的优惠幅度也是
绝对超乎想象的。如凯迪拉
克全尺寸 SUV 凯雷德直接优
惠 30 万元；英菲尼迪最高优
惠 15 万元，订车还可送巴厘
岛五天四晚双人游；东风标致
308、408 现金优惠 20000 元，
并送真皮、导航、日间行车灯、
全车桃木等装饰；全新第九代
雅阁直降 28000 元等 一系列
的优惠降价措施。

首发湘潭再进岳阳 张家
界第三站

今 年汽车巡展的行 走路
线，组委会也是通过细心考察
做出的决定。作为今年的首发
站湘潭，去年巡展中在三天的
时间成交了 978 辆汽车。去年
的首发站岳阳站更是在三天时
间销售了1129 台，刷新了湖南
汽车巡展的销售记录，今年巡
展将再次到岳阳，很是期待这
里再给大家一个惊喜。

张家界站是 今 年汽车巡
展第三站，将会在 4 月 18—20
日在张家界火车站广场举行。
这也是巡展近年来首次走进
张家界展览。近年来张家界在
旅游产业的带动下，全市经济
发展平稳而快速，而汽车产业
也在飞速发展。此次巡展来
到张家界也刚好契合了当下汽
车厂商把销售重点下移到三、
四线城市的路线，所以各个经
销商也对此次张家界之行充满

信心。
看汽车巡展 中百万大奖
2014 年全面升级 后的汽

车巡展，为感谢市民对 活动
的支持，在今 年巡展的每 一
站都推出了“买车中大奖”活
动，在车展现场成功购车的市
民都可凭订车单到组委会服
务处参与抽奖，奖品包括电视
机、高级热水壶、欧式茶具等。
东风标致汽车还特别为车展
组委会提供了一台价值 10 万
元的标致 301 作为奖品车，组
委会将在每站观展市民的副券
中抽取 1 位幸运观众，待全年
14 站车展结束，从所有入围
的 14 名幸运者中抽出最终的
汽车大奖获得者。

此外，进口现代、英菲尼
迪、广汽本田、纳智捷、长安
汽车等二十多个汽车品牌还参
加了凭观展券购车再享受 500
元优惠的活动，想购车的市
民凭观展券在谈好购车款的
同时还可再减去 500 元现金。
这种购车优惠政策在一般车展
上非常罕见。   

2014（第四届）湖南汽车
巡展即将湘潭首发开展，岳阳、
张家界也已做好准备，接下来
巡展还将走进澧县、永州、娄
底、株洲、浏阳、常德等地，
为湖南更多的县市区百姓带去
购车的便利、优惠的价格和丰
富的汽车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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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呼吸的墙布·思黛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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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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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醛 = 健康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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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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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