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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由贵阳晚报旗下启程传媒、鄂尔多斯地区联合推出的第二届“暖冬羊绒

节”已进入最后三天倒计时。经过主办方工作人员统计，开展至今，平均每日都能迎来

千余消费者抢购羊绒制品，每日商品销量也都在千件左右。 本次活动精心筛选的合作

品牌鄂尔多斯地区的羊绒制品以实惠的价格、超高的品质以及款式

的多样和时尚等优势赢得了贵阳消费者的高度认可，并口口相传，

吸引了更多追求“薄暖”的市民疯狂抢购。 尤其是已进入最后倒

计时的近两日，现场再掀抢购高潮，不少畅销款式已被抢得断

货断号。

笔者提醒，第二届“暖冬羊绒节” 将持续至 9 日（本周

日），想购买到称心的羊绒制品，一定要赶早，错过只能再

等一年。

羊绒衫工厂直销，进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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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喜一：

凭本报到现场任意购物
（

不限金额
）

即送高档丝巾
1�

条
；

惊喜二：

任意购物不限金额
+19�

元即得价值
688�

元羊绒披肩一条
（

每人限
1�

条
）；

惊喜三：

一次性购物满
500�

元以上赠送羊绒围巾一条
；

惊喜四：

一次性购物满
1000�

元赠送指定羊绒大衣一件
。

贵阳晚报联合鄂尔多斯娜昕古拉高品质羊绒

第二届“暖冬羊绒节”优惠倒计时最后四天

贴身保暖：采用来自鄂尔多斯大草原的优质山羊绒，更柔软！ 更温暖！

超值特惠：原价 1980�元的羊绒衫特惠价 198�元起，平时买一件的钱现在能买好多件！

秋冬新款：男女中老年加厚开衫、双面呢、羊绒男女大衣、中老年加厚绒毛护腰、护膝、防透风贴片羊绒裤

消费者：“用批发价买走高品质羊绒衫！ ”

笔者在活动现场看到，“羊绒节” 每天都像打了一场硬

仗，为了接待好每一位消费者，销售人员从早到晚马不停蹄，

甚至吃饭都要轮换进行。销售人员告诉笔者，这样的火爆销售

到了倒计时这几天越演愈烈了， 几乎每天活动现场都是门庭

若市，人山人海，且来的人都是经人介绍，慕名而来，几乎没有

人空手而归的。

昨天，现场一位前几日已经在羊绒节上满载而归的女士

带来了 6 位亲朋好友前来“抄底” 。 其中一位秦女士说：“我

们都是看中了大姐买的羊绒衫才来的， 用批发价买走这么高

品质羊绒衫！这么大便宜哪有不捡的道理啊。”“羊绒衫、羊绒

裤、羊绒围巾、羊绒内衣我都在这买全了，不买网上的了，还没

这性价比高呢，而且网上还没法试穿，这试好了再买，多有保

障啊。 ” 同来的秦女士的妹妹如是说。

主办方：“精工打造，好产品不怕‘挑’ ！ ”

此届“暖冬羊绒节” 为何如此受贵阳市民青睐？除价格优

势外，不怕挑剔的好品质才是关键。那怎么才能挑选到好的羊

绒制品。业内人士介绍，“一看、二摸、三掂量” ，选择羊绒衫的

首要准则就是要质量好、保暖，其次就是穿着舒适、亲肤性好。

质量好的羊绒衫首先要在灯光下看，其光泽柔和，表面还有一

层小绒毛。 其次，用手抚摸，手感丰厚而柔软，没有任何刺痒

感。 最后，再放在手里掂量，虽然重量感不强，但十分有质感。

然后，再用手握紧接着放开，好的羊绒衫能自然恢复原状。

活动主办方负责人表示，“好产品不怕 ‘挑’ ！ 第二届

“暖冬羊绒节” 上的羊绒产品均是鄂尔多斯地区的优质山羊

绒身上产出的，材质都是精挑细选后采用的，再经过先进的纺

织工艺精工而成，这样的高品质羊绒不怕消费者货比三家，精

挑细选。 ”

部分热销产品

中老年羊绒裤

羊绒衫 /羊绒开衫

新款大衣

原价：526元 /件 直供价：98元

原价：1980元 /件 直供价：198元

原价：4680元 /件 直供价：

468元

�������2.5�折封顶！ 羊绒，珍贵的纺织原料，国外称其为“纤维的钻

石” ，“软黄金” ！ 如此大手笔的优惠幅度只有在贵阳市“第二届暖

冬羊绒节” 才能体验到。 全场 80%的羊绒产品售价都在三四百元左

右，折扣幅度可谓惊人。 以一款原价 1980�元的羊绒衫为例，此次活

动中仅售 198�元， 原价 986�元的加厚护腰护膝羊绒裤仅售 198�元！

原价 526�元的羊绒裤仅售 98�元！ 价格为 298�元、368�元、468�元的精

品羊绒衫更是不胜枚举。

活动地址：中山东路 25 号（小十字）报业大厦 2 楼大厅 咨询热线：15180811258����

乘车路线： 5 路、21 路、22 路、32 路、40 路、45 路、69 路在“中山东路”站下；

4 路、5 路、32 路、40 路、45 路、54 路、64 路、69 路在“小十字” 站下

12月 4 日—12 月 9 日

（9:00———17：00）

贵阳晚报旗下启程传媒联合鄂尔多斯地区娜昕古拉高品质羊绒强力推出

广告

全场 2.5 折封顶 贵阳市民疯狂抢购再掀高潮

本报讯 12月 5日，主题为“成

长有你、相伴有你” 的国美 32 周年

庆典活动在北京举行， 国美众多战

略合作伙伴的代表， 共同见证了国

美 32 年的征程与成绩。 从本月 21

日开始， 国美将进行大力度的周年

庆促销活动，持续到月底。

此次 32周年庆， 格力雅居、海

尔智尊、 美的酷风系列中央空调直

降千元。此外，国美还推出潮流智能

产品的大力度优惠，如戴森、莱克潮

流无线手持吸尘器击穿底价， 亚太

天能、德施曼、凯迪仕智能门锁低至

8折，伊莱克斯电热水器全场一律 5

折。 而国美的优势品类彩电、冰洗、

空调，继续主打智能、变频、节能、大

尺寸、大容量产品，如国产 80 英寸

激光电视有大幅度让利。

此次活动期间，拼多多、今日头

条、家乐福、联华超市、红星美凯龙、

居然之家等多业态品牌全面支持国

美庆典活动。 与众多优质品牌厂商

联合巨献，严选好货真低价；家电满

千返百，上不封顶。客户还可参与国

美“万人组团拼底价”活动，如安吉

尔双出水净水机低至 5折。 活动期

间，国美还推出“买贵赔、晚到赔、

假就赔” 特色服务来强化服务品

质。 其中，国美管家还推出了 69 元

换 iPhone电池、清洗家电 5 折起售

后服务产品、 套购商品一次达等物

流配送服务产品。

（本报记者 王蕾）

国美启动

32周年庆活动

本报讯 阿根廷当地时间 12月 1

日（G20峰会当天），阿根廷最大新闻

门户网站、南美最大APP平台 Infor-

bae在G20特辑上刊登了贵州报道。

这篇题为《贵州：中国的一个

空气纯净率达 97%的新 “绿色走

廊” 》的报道指出，中国改革开放四

十年以来，贵州正在成为中国甚至

世界绿色发展的模范。 贵州是中国

的“绿色走廊” ， 同时也是中国的

“数据峡谷” 。

报道分为“绿色缩影” 、“青山

变金山” 、“地标崛起” 三个章节，

全面阐述了贵州在挖掘生态资源，

发展绿色经济等方面取得的成就。

在“绿色缩影” 一节中称：在过

去七年中，贵州以绿色经济为支撑，

在中国所有省份的 GDP 增长中位

居前三位。 2017 年，贵州全省国内

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 10.2％。 同

时，2017 年全省森林覆盖率达到

55.3％；

在“青山变金山” 一节中提到：

凭借壮丽的山地景观和丰富的民族

文化，贵州确定了向生态文明转变

的发展战略，绿水青山，是贵州的

“资本” ， 也是贵州的未来。 没有

“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去换取一时的

经济增长” ， 向中国乃至世界交出

了一份精彩的脱贫答卷；

在“地标崛起” 一节中提及：贵

州已吸引了包括苹果、阿里巴巴和

亚马逊在内的庞大科技企业，以及

其他数千家大数据公司。 和大数据

一起，旅游业也为贵州生态文明建

设和绿色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纽约时报》公布的世界上 52个必

去的旅游景点，贵州榜上有名，“生

态标签” 已然成为了贵州一张最为

耀眼夺目的名片。 贵州正在成为中

国的绿色发展的新地标。

（本报记者）

中国的“绿色走廊” ，中国的“数据峡谷”

阿根廷媒体盛赞“多彩贵州”

阿根廷媒体截图

本报讯 5日上午，贵阳市城市

轨道交通有限公司召开新闻通气

会：按照轨道交通 2 号线主变电所

电力廊道工程施工进度的安排，从

2018 年 12 月 8 日零时起至 2019

年 3 月 31 日止， 红岩路南北岸两

侧部分道路因施工将被占用。

按照具体调整，红岩路从南岸

水口寺桥至红岩桥段将调整为单

向通行，允许车辆从水口寺桥方向

往红岩桥方向通行。 根据施工进

度，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将适时对施

工区域周边道路交通组织进行局

部调整。 工作人员提醒广大驾驶人

注意交通标志的变化，有序行车。

据介绍，红岩路南岸道路将调

整为单向通行，通行方向主要由水

口寺大桥往红岩桥方向通行。

该路段涉及到的 4 条公交线

路也将会进行调整。 （王芳）

时间从12月8日零时起至明年3月31日，多条公交线调整

34 路:去向:中山南路 - 花果园

湿地公园……水口寺 - 水口寺大

桥 -红岩路 (南岸)-红岩桥；

回向:红岩桥-红岩路(北岸)-水

口寺大桥-水口寺……中山南路；

35 路:去向:松花路 - 花果园大

街……水口寺 - 水口寺大桥 - 红

岩路(南岸)-红岩桥；

回向:红岩桥 -红岩路 (北岸)-

水口寺大桥 -水口寺……中山南路;

� � � � 306 路:去向:富华松竹苑 - 红

岩桥 - 红岩路 (北岸)- 水口寺大

桥 -东新区路……邮电大楼；

回向:不变；

607 路:去向:尚礼西路……水东

路口-红岩桥-红岩路(北岸)-水口

寺大桥;

� � � �回向:水口寺大桥 - 红岩路(南

岸)- 红岩桥 - 水东路口……尚礼

西路。

2号线施工 红岩路段改单行

◎相关链接

四条公交线路调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