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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5日，在苏宁“6·18年
中大促”媒体发布会上，苏宁易
购总裁侯恩龙宣布了一连串信
息：万达百货正式更名、1小时
服务圈上线、进口水果亲民价、
再发 10亿以旧换新补贴、服务
工程师再扩4万人……

以旧换新再加10亿补贴

智慧零售如何赋能“6·18”？

苏宁放出“6个能力圈、1小时服务
圈、8个福利”的大招。

苏宁大数据显示，从今年2
月开启以旧换新以来，苏宁线
上线下共收旧 28.7万件，带来
的销售转化达到10.2亿。

本次“6·18”，苏宁围绕以
旧换新，再次多维度升级品类、
服务和补贴：覆盖到家电、3C多
个品类，家电品类支持全国165

城 24小时上门回收，手机品类
提供到店、上门免费邮寄服
务。补贴方面，苏宁利用金融
补贴，与品牌商、回收企业一
起，再追加10亿补贴。

万达百货正式更名
苏宁易购广场

苏宁联姻万达百货，是重
塑线下战略的一步重棋。据
悉，万达百货目前已正式更名
为苏宁易购广场。这标志着国
内最大自营智慧零售广场体系
形成，苏宁同步整合了线下 72
家大型综合广场，包含原来 37
家万达百货，19家苏宁易购广
场、16家苏宁广场。更名后，由
于实行会员一账通，万达百货
的老会员也能畅享苏宁易购全
部权益。

付费配送
1小时服务圈上线

“6·18”期间，苏宁物流将
推出付费准时达服务。只需加

3元钱，就能让用户包裹准时送
货上门，早到晚到都赔钱，保障
消费者的购物体验。侯恩龙承
诺，该付费业务分文不赚，全部
补贴给一线快递小哥。随着前
置仓的全面布局，苏宁小店的
配送服务能力大幅提速。超
6000 家小店，超 2000 家前置
仓，覆盖 4万个社区，是苏宁打
造 3公里 1小时服务圈的底气
所在。

5亿现金红包已到位

据了解，苏宁“6·18”在亮
点玩法上再下功夫，“10天 10
夜”短视频项目、三大榜单打造
全民选择，5亿元现金红包，最
高膨胀100倍。

“6·18”期间，苏宁小Biu系
列智能新品上线青春“全家
桶”，不到一万元就可购买含 6
件新品在内的“智能全家桶”，
首批13款苏格拉宁联名产品也
会重磅发布。 P ①

王蒙

万达百货更名苏宁易购广场
苏宁“6·18年中促销”活动正式启动

侯恩龙向媒体介绍苏宁易购广场智慧零售新模式

美大集成灶将举办
“超级品牌日”

5 月 25 日，美大集成灶将举办
“超级品牌日”。届时，一系列厨房
新品将闪亮登场，为更多乐于烹饪
的家庭营造出舒适、安全、健康的厨
房新环境。

即日起，消费者在西安美大集成
灶任一专卖店内，只需缴纳 100元诚
意金即可领取美大超级品牌日VIP入
场券一张，凭券畅享诸多惊喜：现场
签到获赠美大专业定制价值998元景
德镇骨瓷杯；现场下定单获 4张总价
值2000元美大代金券；活动当天公司
总裁亲临现场公布美大厂家限时特
供裸机价格；前 100名下定并付全款
贵宾，抢价值 398元的美大不锈钢七
件套；享美大工厂裸机劲爆单品，如
美大净水机、美大集成水槽、美大整
体橱柜、美大蒸箱烤箱及限量特供美
大集成灶单品等；下定每4000元获砸
金蛋赢大礼名额一次，中奖率100%。

针对老顾客，美大还推出了“以
旧换新”惠民利民的新举措。让家庭
中的旧灶也变得值钱，传统烟灶最高
补贴 600元，非美大品牌集成灶最高
补贴 800元，美大老顾客换购最高补
贴2000元。P⑤ 刘姝

巴比伦艺术花园举办
城市发展媒体沙龙

5月15日，由恒地置业举办的“遇
见 巴比伦”巴比伦艺术花园城市发展
媒体沙龙在曲江举行。

活动中，西安恒地置业有限责任
公司总经理丁总表示，如今居所承载
的不只是遮风避雨的功能，更是一个
人对于生活的美好期望。文化+旅游
是曲江的名片，也是大西安正在蓬勃
发展的软实力。未来的曲江，将聚集
更多的文化、艺术产业和相关配套建
筑，成为城市里最有艺术味道的风景
线。巴比伦艺术花园源于艺术，融于
生活，取意古巴比伦空中花园理念，
凝聚国内外设计团队的智慧，以符合
现代品质人居的形式，打造出层层退
台契合多元生活方式的当代栖居艺
术藏品。将古巴比伦空中花园的理
念和现代艺术文化进行思想碰撞，用
新时代审美方式呈现出来，由外部空
间的生活艺术和内部空间的生活艺
术两大板块进行打造，最大化地塑造
出让客户享受的空间，让业主在这里
真正地享受繁华都市里有滋有味的
慢生活。P ⑥ 杨颖

交大二附院
5月24日举办义诊

近年来，矮小症发病率不断上
升，但一些家长对于矮小症却不以为
然，存在着很多忽视和误解。

为了让广大家长们了解掌握孩
子的生长发育状态，西安交大二附院
儿科将于 5月 24日 14:30在儿科门诊
大厅举办儿童生长发育大型公益义
诊活动，当日医院生长发育专家肖延
风主任医师、徐尔迪副主任医师、尹
春燕博士等，针对身材矮小、肥胖、性
早熟、甲状腺等小儿内分泌疾病答疑
解惑，并举办主题为：如何正确监测
孩子身高科普讲座。

据了解，一旦骨骺闭合，身高都
不可能再长高了。所以不能再盲目
等待孩子晚长甚至是期待“二十三蹿
一蹿”，孩子的生长发育是不能等的，
这是在与骨骺线“抢”身高。相关研
究表明，孩子年龄越小，生长潜力及
空间越大，对治疗的反应越敏感，药
物促生长效果越好，治疗费用越低。

本报记者 卫杰

5月15日，西安国际港务
区综治办联合工商港务分局、
公安灞桥分局新筑派出所，出
动执法人员48人，根据前期摸
排线索，兵分四路在西航花园
持续开展打击传销专项执法行
动，集中捣毁西航花园内存在
的十余个传销窝点。

为进一步推进“扫黑除
恶”、打击传销工作深入开展，
西安国际港务区多次组织联合
专项行动，并联合工商港务分
局、辖区派出所、街道在西航花
园社区等人员集中的重点地区
制作设置宣传栏、张贴宣传海
报、LED广告等形式进行广泛
的社会宣传；通过向集贸市场、
大型商超经营户发放宣传单和
应知应会十项内容手册，不断

增强宣传的针对性；指导市场
开办单位向企业微信群、商会
会员微信群推送“扫黑除恶”、
打击传销专项斗争宣传内容。

同时，港务区持续加大对
辖区传销线索进行全面摸排。
通过每周二定期宣传、摸排和
不间断突击检查，确定传销窝
点；通过收集12315投诉举报、
12345市民热线等发现涉嫌非
法传销线索17条；联合公安等
多部门多次对西航社区非法传
销行为实施有力打击。

下一步，西安国际港务区
将联合公安部门重点打击辖区
西航花园“拉人头”聚集型传
销，依法查处网络传销及利用
传销活动进行经济诈骗等违法
犯罪行为。本报记者 周婷婷

5 月 10 日，由国家税务
总局西咸 新 区 税 务 局 主
办的“扫黑除恶扬正气，
税收执法创平安”为主题
的“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宣 传 活 动 举 行 。 新 区 税
务局、公安局、新区扫黑
办 相 关 负 责 人 及 税 务 干
部 参 加 了 此 次 活 动 。 此
活 动 是 西 咸 新 区 税 务 局
开展的第 28 个税法宣传
月活动。

活动现场，税务干部们
通过发放“扫黑除恶”宣传资
料、摆放“扫黑除恶”宣传板、
宣读参与“扫黑除恶”专项斗
争承诺书、与现场的群众展开
互动等形式，广泛宣传“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基本知识，扩

大和增强人民群众对“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的知晓率和参与
积极性，对群众提出的一些问
题面对面开展解答和交流，

“零距离”进行解惑释疑，进一
步增进了税务机关和纳税群
众的沟通理解，扩大了“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的影响和税收
法律宣传的效果。

当天，西咸新区税务局
的五个新城税务局也分别
以多种方式组织税务干部
深入企业、社区开展“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宣传，鼓励
人民群众积极发现、举报涉
黑涉恶线索，为创建平安西
咸，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贡献

“人民力量”。P②
罗雯雯

西安国际港务区
打击传销雷霆出击

西咸新区税务局
开展“扫黑除恶”宣传活动

5月 15日，大荔县“美丽
大荔 周末之家”百家旅行社
进大荔两日游精品线路首发
仪式暨5·19中国旅游日宣传
活动在大荔新颖现代农业园
举行。

此次百家旅行社进大荔
活动，拉开了大荔“旅游旺县”
的奋进序幕。两日游线路的
开发发布，将进一步推动本次
活动再上新高。该线路是在
经多方征求意见和反复酝酿
论证下，本着低价位、高品质
的原则，出台的两日游旅游攻
略，将县域内的美景、美食、餐
饮、住宿等进行串接整合，最

大限度满足游客出行需求，打
造极具吸引力的区域旅游目
的地，以旅游产业推动县域经
济发展。两日游线路的推出
和发布也是大荔县以实际行
动践行中国旅游日主题精神，
强化旅游宣传，培养国民旅游
休闲意识，提升国民生活质
量，推动旅游业发展的重要举
措。

初夏的大荔，绿满田园、
花果飘香，境内黄、渭、洛三水
环绕，平川、沙苑、台塬相间其
中。目前，全县建成国家 3A
级以上的旅游景区8个。P③

马秀红

5月14日，汉中市汉台区
夏季旅游产品推介会在西安
举行。活动通过旅游形象宣
传片展播、旅游线路及汉台夏
季旅游产品介绍、重点景区宣
传等形式，向西安各大旅行社
展示了汉台区旅游精品线路，
大幅提升了汉台区旅游的影
响力和知名度。

活动现场，汉台区文化和
旅游局局长邹璋洁推介了汉
台的旅游资源和旅游精品线
路。石门栈道、天台国家森林
公园、兴汉胜境、花果山等景
区的负责人也分别上台对各
自景区进行推介。

汉台历史源远流长，汉王
刘邦在这里筑坛拜将，以此为
发祥地，建立汉王朝。褒斜栈
道、石门摩崖石刻被誉为世界
古代交通史奇迹和书法艺术
的“国之瑰宝”。承袭千年汉
文化的兴汉胜境景区，按照国
家 5A级景区标准建设，是探
寻两汉文化的高端精品旅游
胜地。天汉文化公园、汉江湿
地公园、天汉长街等，也是集
生态、休闲、运动、购物、餐饮、
娱乐为一体的休闲度假网红
打卡地。P④

郑亚玲

“美丽大荔周末之家”
旅游精品线路发布

汉台区夏季旅游推介会
在西安举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