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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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厂商直降到底，凭券底价再减千元

购车，本周末就到岳阳“抢”优惠
今日女报 / 凤网讯（通讯员  唐伟）

“汽车巡展的优惠不只在湘潭站，每一
站都会有厂商特供的优惠。”巡展组
委会负责人说，本届巡展湘潭站活动
第二天就开始出现爆棚情况，“展会规
格升级后亮点更多，厂家直接给出的
让利优惠也吸引了消费者。”4 月 5 日
-7 日，2014（第四届）湖南汽车巡展
第二站移师岳阳，将于文化艺术会展
中心与岳阳市民见面。

据巡展组委会负责人介绍，本届
巡展推出了巡展观展券，凭券购车可
在底价的基础上再减 1000 元，而且
岳阳站的参展品牌将直接对接厂家，
实现了厂价直销，特供车空降，购车
实惠多；最后是惊喜多，其中最大的
惊喜就是来车展现场看车展就有机会
中汽车大奖。

17个品牌“裸”奔后再降 1000 元
本次巡展凭观展券购车，在底价

的基础上可再减 1000 元，你是不是不
敢相信？据了解，为回馈广大市民对
巡展的支持，组委会决定将观展券购
车抵现金额从 500 元提升至 1000 元，
且每天限量免费送出 500 张，每站共
送出 5000 张。以此计算，每一站组
委会就为当地送去了价值 500 万元的
购车基金。

目前巡展组委会已经与斯巴鲁、
广汽传祺、东风本田、广汽菲亚特、
广汽三菱、奇瑞汽车（瑞虎 5、E3 除外）
JEEP、道奇、克莱斯勒、雷诺、荣威、
MG、一汽奔腾、长安汽车、长安马自达、
一汽马自达、华晨汽车等品牌达成合
作意向，岳阳站期间，购这些品牌在
谈好价格的基础之上，凭观展券还可

享受再减 1000 元的优惠政策。而其
他参展品牌也会厂价直销，巨惠到底。

一 张 小 小的观 展 券， 能 带 给 你
这么多的 好处，你一定会 觉 得 物超
所值，现在 起 通 过 红网汽车巡展专
题（http://zt.rednet.cn/c/zt/32693/）或致电
96360-4-001/0731-87961268 即可获取。

优惠多：年度首波震撼政策出炉
作为岳阳当地最大规模的一次车

展，参展经销商对 2014 湖南汽车巡
展寄予很大期望，提前制定好了车展
购车政策，很多促销政策是专门为车
展量身定制，优惠力度相当给力，现
场购车绝对划算。“这么大幅度的优惠
降价，我们也是第一次见到。”县域
巡展组委会负责人表示，以往经销商
都会赶在“五一”和“十一”等节点上
进行降价促销，但“你降我也降”却
让消费者陷入了二次选择期，往往拿
出了诚意却打动不了消费者。为了避
免这一尴尬现象，多数经销商选择改
变降价促销策略，错峰“黄金购车期”，
通过非旺季进行促销，更能让消费者
感觉到商家的诚意。

记者了解到，在巡展岳阳站期间
参展品牌将释放出年度首波震撼政
策。豪车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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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天 4 晚 双 人 游。 常 见 家 用 车 方
面，东风标致 308、408、508 现金优
惠 20000 元，并送真皮、导航、日间
行车灯、全车桃木等装饰；车展期间
东风悦达起亚将携全系车型参展，每
天推出一款不到 8 折的特价车出售，
最高巨惠超 3 万元，订（购）车还可

获得价值 6000 元的精美装饰大礼包
等一系列优惠措施。自主品牌也有优
惠，车展期间购东风风神感恩版车型
送 DVD 导航，购 A60 送万元豪华装
饰礼包，购 H30 cross 送全套乐驾版
运动套件，现场还参与购车抽奖中 5S
手机。与此同时，记者还了解到，为
在车展期间有好的销售业绩，由经销
商主导的促销政策还会进一步扩大，
购车送礼、参加抽奖、延长维修保养
等活动也将同步推出。

其实，这不是巡展第一次到岳阳。
2013 年，汽车巡展就曾在岳阳举行，
在短短的三天的时间里，为一千多名
岳阳购车市民带去了实惠。相信今年
促销力度更大的湖南汽车巡展将会让
更多岳阳市民实现“有车梦”。

惊喜多：看车展中汽车大奖
看车展 也能中汽 车大 奖？没错，

就是这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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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中大
奖的活动。本届汽车巡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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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5 日 -7 日来岳阳车展现场看
车展就有机会将价值 10 万元的东风标
致 301 开回家，而且在车展现场成功
购车的市民都可凭订车单到组委会服
务处参与抽奖，赢取丰厚奖品，奖品
包括抽油烟机、电视机、高级热水壶、
欧式茶具等礼品。

长沙万达文华酒店
参与“地球一小时”活动

今日女报 / 凤网讯（记者 王珏 通讯员 潘家雯）3
月 29 日 20 时 30 分，一年一度的“地球一小时”全球
性环保活动正式开始，长沙万达文华酒店积极响应并
参与了 2014 全球“地球一小时”活动。

2014 年中国区“地球一小时”的主题定为蓝天自
造，是为了呼吁大家关注大气污染，通过节能保护环境。
响应号召，长沙万达文华酒店关闭了外围亮化、绿化
照明以及大部分员工区域的照明设备，并将大堂、公
共区域和餐厅的照明调暗；同时通过客信的方式，邀
请住店客人也加入到“地球一小时”的行列，鼓励客
人关闭客房内非必要照明，共同参与此活动。

当晚，酒店大堂酒廊一场环保、绿色的鸡尾酒会
吸引了众多客人纷至沓来，充满异域风情的乐队现场
演绎一首首经典的环保公益歌曲。同时，长沙万达文
华酒店呼吁大家关注和保护人类共有的家园——地球，
而酒店全体员工更是愿意做出长期环保承诺，身体力
行环保理念，为地球的绿色环保做出贡献。

近日，武汉军械士官学校指挥控制系二队百余名
预选士官学员，在武汉江夏区金口镇中山舰博物馆集
会，参观 75 年前在“武汉保卫战”中沉没的中山舰及
烈士遗物。全体学员认真参观学习，了解革命历史。
参观结束后，学员们纷纷表示：继承先烈遗志，发扬
优良传统，弘扬脊梁精神，誓做脊梁传人。

（摄影 / 通讯员 吴春涛  曾垂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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