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

2016.4.8

资讯

每日商报

星期五 责任编辑 朱荣 / 版式设计 汪瑾

促销信息

杭州大厦 ABCD 座活动
4 月 8 日至 10 日，杭州大厦 A 座，-1F 女鞋 部分 5-8.5 折（明示商品参加），2F-6F 精品女装/流行女装/内衣/羊绒 部分 6-8.5 折，
部分品牌满赠纷呈（明示商品参加）；B 座，3F 精品服饰 部分 7-8.5 折，部分品牌满赠纷呈（明示商品参加），4F/5F 男装/男鞋/箱包部分
5-8.5 折，部分品牌满赠纷呈（明示商品参加）；C 座，2-3F 潮流休闲服饰 部分 5-8 折（明示商品参加），4F-6F 家用品、床品、工艺品、丝
绸、家电 凭 VIP 卡 部分 4-8.8 折，更多商品享受套餐优惠价（明示商品参加）；D 座，2F 精品珠宝馆 镶嵌饰品部分 6.8-8.8 折，部分品牌
满减纷呈（明示商品参加），
3F 潮流女装 部分 5-8 折，
部分品牌满赠纷呈，更有踏春推荐款等您购（明示商品参加）。
（陈楠）

华数看台
本周人物：
蒋欣

砂之船潮流休闲特卖
砂之船奥特莱斯，
Lee全场19元起，
MLB 99-199元，
ILOVECHOC 69-299元，
NEW BALANCE 4-7折(活动时间：
4月8日-4月10日），
TOMMY HILFIGER 5-7折，
两件折上8.5折，
三件折上8折，
Calvin Klein Jeans 3-7折，
Hazzys 3-6,两件折上9折，
三件折上8.5折，
蒙特拿破
仑大街名品集成店1折起，
Camicissima买一送一，
部分一口价，
比华利保罗5折，
一件折上9折，
两件折上8折，
三件折上7折，
Thursday Island
1-5折，
PAW IN PAW 3.8折-6折，
部分一口价，
基诺浦139-398，
满288减50，
满488减100（特价除外），
Samsonite部分4折。
（陈楠）

利星流行商品满就赠
4 月 8 日至 11 日，利星名品广场指定专柜流行商品一次性实付金额满 500 元送 220 元赠券，上不封顶。1F，MONKI 超低折扣，低
至 40 元，ZARA 部分 5 折；2F，Material Girl 春装部分 6.8 折，G2000 春装两件 7 折，Only 春夏款任意消费满 500 元，送会员卡一张；3F，
JASONWOOD 新品夏装满 588 元送时尚雨衣一件，春装部分 6-8 折，ES Weekend 夏装两件 9 折，部分 6 折；AMAZONAS 特价 2~6
折，指定款 39-199 元；4F，婷美部分商品 5 折，特价款 69-99 元，微信扫一扫送袜子一双或内裤一条；锋燕新品上市，5-8 折，部分
30-99 元。
（陈楠）

解百
“花田囍事”
之珠宝婚庆节
解百黄金饰品每克优惠 30 元（个别除外）大牌助阵：周大福/周生生/潮宏基/六福/老凤祥/古名/明牌/美地亚/曼卡龙…镶嵌/K
金/彩宝/翡翠/玉器/饰品单张电脑小票折后实付 满 3000 元即送大牌化妆品护理券 1 份（100份送完为止），购半克拉钻戒（限单粒成
品钻戒）满 20000 元送兰蔻套装一份（价值1215元）购 1 克拉钻戒（限单粒成品钻戒）满 50000 元送兰蔻套装一份（价值2475元）。珠宝
首饰潮定制：潮宏基/古名/曼卡龙……婚庆珠宝特推款一口价超实惠。
“花田囍事”之 名表超值购 时尚名表实付满 1000 增值到 1100
元（以此类推/上不封顶）。
“花田囍事”之 婚庆美妆节 满 1000 元送 200 元礼券/满 2000 元送 400 元礼券（以此类推/上不封顶）。
（礼券限
新世纪1F化妆品区使用，
个别除外，
恕不使用联华卡）。
（陈楠）

衣之家春季单鞋节
4 月 8 日至 10 日，衣之家时代店春款单鞋 8 折封顶，再满送：百丽 2-8 折，BATA 3-8 折，思加图 1-5 折，REEMOOR 部分 7
折，新品两双 9 折，沙驰 2-6 折，CLARKS 2-7 折，部分 199-399 元，依思 Q 春款两双 199 元，戈美其 99-399 元，红蜻蜓 5-8 折，男
女单鞋一口价 100-298 元，达芙妮单鞋低至 149 元，凉鞋低至 199 元，购买第三双立减 50 元，星期六 100-799 元，购买第二双折
上 8 折，第三双折上 7 折，千百度 2-6 折，丽诗兰黛 99-799 元，木林森 2-5 折，老船长 2-5 折，苹果 3-5 折，名郎 3-6 折，康奈 2-5
折，哈德曼 2-4 折，丽诗兰黛 99-799 元（更多新品折扣详见专柜）。活动期间，全楼全馆一次性消费满 600 元再送 50 元鞋履券，
上不封顶。
（陈楠）

运河上街购物赠风筝
4 月 9 日、10 日，到运河上街购物满 500 元即可获赠优质风筝一只（数量有限）。1F，Jasonwood 全场 3-7 折，百丽低至 1 折，红蜻蜓
2-5 折（部分除外）；2F，Basic house 3-7 折，MLB 1-3 折，T 恤两件 99 元，HS 2-5 折，优洛可 3-7 折，HD 3-5 折，新款 8.8 折；3F，纽上
2-6 折，部分低至 59 元，贝贝王国 5 折，雅戈尔 3-5 折，小巷三寻 3-6 折，帕尼熊春款买一送一，波姆熊新款 5 折，满 200 元减 30 元；4F，
耐克新款 9.5 折，部分 5-8 折，新百伦新品上市，部分 6 折，李宁 4-5 折，361°部分低至 3 折，德尔惠春款 5 折，女鞋低至 4 折，CVT 特卖
5-6 折。一楼中庭更有“一盒鲜”
水果特卖及小朋友现场画风筝等精彩活动。
（陈楠）

其他资讯

水秀苑社区有免费妇科检查
今天下午 14:00-19:00，水秀苑社区将开展育龄妇女免费妇科检查，内容包括乳房触诊、阴道 B 超、妇科咨询等，地点在水秀苑社
区活动室（长阳路53号），
欢迎辖区育龄妇女前来参加。
（张玎 庞国美）

省新华医院开展骨质疏松专题讲座
浙江省新华医院骨质疏松防治研究中心开展健康讲座，届时将有治疗骨质疏松药物及精美小礼品免费发送，并教“五禽戏”及
颈椎病保健操，欢迎广大病友前来参加。时间：4 月 8 日（周五）上午 8:30。地点：住院楼地下二楼会议室。主题：骨质疏松症及骨关
节病防治。主讲专家：史晓林 教授。
（蒋明 陈敏娜）

省中医院开展
“护胃行动”
多学科大型义诊活动
“十人九胃”，说的是胃病发病率较高。4 月 8 日上午，浙江省中医院消化内科将举办“护胃行动”
多学科大型“护胃日”义诊活动。
4 月 8 日上午 8:30，在医院住院部一楼“仁和大讲堂”将有中西医专家免费义诊咨询，由消化科权威专家吕宾院长领衔的门诊义
诊同时进行。消化内科专家张烁，中内科专家龙惠珍、夏永良，肿瘤科专家陈培丰、王彬彬，消化外科专家张琪、李春明、吴可人将送
出免费名医专家号。
另外，将有 50 个免费检测胃幽门螺旋杆菌呼气试验名额大放送。参加此次义诊活动的市民请前往门诊四楼 A401 门诊接待室
咨询取号，
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于伟 陈敏娜）

《守婚如玉》
华莎处心积虑要将赵明齐据为己
有，一次次在苏赵二人努力修复关系时
作梗，两人的婚姻走到破裂边缘。但赵
明齐始终没有放弃，更因不肯离婚被华
莎构陷“强奸”，身陷囹圄。出于多年夫
妻情分，苏然在此时毅然扛起家庭内外
和查清赵明齐案件真相的重担。经过
苏然坚持不弃地努力，赵明齐终于洗清
了自己的冤屈。然而经历了重创的感
情已经如同“碎玉”。如何赢回在婚外
情中丧失殆尽的尊严和事业，又如何挽
回苏然渐行渐远的心，成为赵明齐面临
的更为严峻的考验。最终，二人都在这
段不美好的往事中得到了脱胎换骨的
成长，带着更深刻的理解携手经营重新
弥合的家庭人生。
点播路径：华数互动电视-电视剧同步热播

《新闺蜜时代》
张歆艺、童瑶、蒋欣在剧中演绎三个
性格、经历迥异，感情却分外真实的好闺
蜜。三人大学毕业后在同一城市生活，
是典型的姐妹淘，平时无话不谈，除了自
己的男人外，几乎没有什么不能分享。
她们常常一起过着夜生活，畅谈世界的
肮脏和男人的幼稚，友情是她们绯色的
世界中最温暖的一块儿地方。三个女青
年相互鼓励、相互安慰，三人因为生活的
磨砺逐渐变得成熟，社会角色和人生方
向也在迷途后更加清晰。
点播路径：华数互动电视-电视剧情感生活
整理：
张恩 吴孝利

华东医药西门子助听器有免费活动
华东医药西门子助听器有免费活动，即日起免费为顾客提供听力咨询服务、免费提供助听器保养服务、免费提供助听器调试服
务，凭此资讯配助听器赠送进口电池一板。活动地址：清泰街 360 号华东医药助听器验配中心，电话：0571- 87981651。
（叶根琴）

北京现代领动售价 9.98 万-15.18 万元
近日，北京现代领动正式上市，官方售价为 9.98 万-15.18 万元，新车共 7 款车型。北京现代领动基本延续了海外第六代全新伊
兰特的造型，其采用了最新家族式的大嘴式进气格栅，同时配备了犀利动感的前大灯。尺寸方面，领动长宽高分别为 4610/1800/
1440mm，轴距 2700mm。内饰方面，其配备了带红色回正标记的平底式方向盘、略微向驾驶者倾斜的中控台。中控多媒体液晶屏同
时支持苹果 Carplay 和百度 Carlife 两套智能手机互联系统。
配置方面，领动不同配置车型配备了 ESP、盲点监测、车道保持、倒车影像、泊车辅助、一键启动、发动机启停、自动空调、前排座
椅加热/通风、方向盘加热、驾驶模式选择等。
动力方面，领动搭载了 1.6L 自然吸气与 1.4L 涡轮增压两款发动机。其中 1.6L 发动机采用缸内直喷，最大功率 130 马力（95.3千
瓦），最大扭矩 157 牛·米，与之搭配的是一台 6 速自动变速箱。而北京现代首次引入的 1.4T+7 速 DCT 的动力总成最大功率为 130 马
力（95.6千瓦），其峰值扭矩为 211 牛·米。悬架方面，新车采用了前麦弗逊式＋后扭力梁式非独立悬架设计。
（胡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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