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市级工贸行业协会已有
!"

家

! ! ! !!"# #!

日! 常州市工业
经济联合会召开一届五次常务
理事会

!"#$

会议"

# 到目前为止 !市级工贸行

业协会已有
!"

家! 其中工业行
业协会

$%

家! 行业协会的结构
也得到了明显优化$! 工经联秘
书长刘恒康介绍%

常州市工业经济联合会自
&%%'

年
'

月成立至今已有五年
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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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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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圣诞!众商场专注& 视觉营销$

& 价格战$让商家身心俱疲

! ! ! !!"#

& 这棵高
(

米宽
$

米'

耗资
#%

万余元的圣诞树将在本
周末点亮!$ 购物中心企划孙先生
说全年度千篇一律的& 价格战$让
商家疲于应付!& 随着圣诞和新年
的临近!期望通过( 视觉文化)来实
现营销'聚拢人气$% 据了解!市区
多家商场都声称欲抽身价格战!转
向花费巨资投入建造室内外景观
布置!更比往年提前

&%

多天开始
& 热场$!迎接圣诞的到来%

!"#$%&$'

每到节日!商场都会绞尽脑
汁搞出迎合节日的主题营销!但
活动大多围绕着打折展开% 一家
百货店的负责人告诉记者!& 一年
中各商场至少有一半以上时间举
办各种营销!但每次模式都大同
小异***非满送即满减% 消费者
对商场的了解!除了折扣力度外
别无其他$%

& 现在的消费者都习惯了一年
中几个节点和各商家店庆活动!$

孙先生介绍说!& 不少新品上市都
会伴随打折!而( 非节非庆)的折扣
好像( 审美疲劳)一样!越来越难以
唤起消费者的购物欲% $

商场借圣诞和新年打造的主
题活动尽管耗费巨大!目前看来!

& 借助节日契机!内外打造的景观
不仅增加了销售业绩!也能使消
费者对商场的形象和定位有明确
认识% $

()*+,-./0

上周末的泰富百货门前!节

日气氛十分浓郁! 几位消费者在
& 景观树$旁留影% 商场特意为圣
诞节和新年& 去邹区定制了

)%%

只
*+,

彩灯悬挂在门前的香樟
树上$% 泰富百货企划经理任广
华说!& 这几棵彩球树不仅吸引了
过往行人! 一位泰州商界人士路
过时 ! 也专门来打听哪里买的
灯% $

圣诞不败色& 红配绿$是今年
新世纪商城& 美陈$主色调+层层
叠叠的绿色圣诞松枝! 镶嵌金色
光亮的圆珠!配上红绿相间的蝴
蝶结!& 别看就这些不起眼的小小
装饰! 整个布置也要花费十好几
万$%

百货大楼的& 城堡卫兵$欲打
造一个& 童话圣诞$!& 两个卡通卫
兵将在本周五立于大门两旁!三
楼以上的文化墙都将讲述一个童
话故事% 上周五开始! 店员就戴
上了圣诞帽% $即便如此& 简装$!

& 花费也在十万元左右% $

123456789:

& 每次圣诞前去上海 '香港
考察 ! 都觉得那儿的商场氛围
做得好 !精致又有创意 % $任广
华说上海的每家商场布置都会
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

据了解! 各商家圣诞布景上
的花销以

$"-

的速度逐年增长!

而常州的现状是商场自己想好创
意! 再找广告公司来完成!& 最终
做出来的东西与专业景观公司没
法比! 所营造出的气氛也与大城
市相去甚远$%

任广华说! 常州几乎没有一
家能称得上是专业景观公司%& 上
半年我们在北京学习了( 视觉营
销)商场景观布置课程!我们自己
的创意比常州本地的广告公司好
得太多%今年!泰富选择了一家上
海公司来搭建这个 ( 年终大戏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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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荡市下!券商理财显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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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华泰证券相继
推出华泰紫金

&

号' 华泰紫金
$

号和华泰紫金现金管家三只产
品%

#&

月以来 !大盘在
$#%%

点
上方反复震荡 !热点轮动加剧 !

行情难以把握% 从长期来看!大
盘有持续震荡向上趋势 , 而短
期来看 !箱体震荡幅度加大 !普
通投资者在震荡中一般罕有收
获% 在当前这样的市场情况下!

券商理财产品通常具有较大的
优势%

目前! 市场投资风格转向大
盘蓝筹股!同时年底将至!各封闭

式基金分红也刚刚起步% 华泰紫
金

&

号持有了一批优秀的指数基
金和高折价封闭式基金! 将分享
市场指数上涨及封闭式基金分红
行情的收益% 据悉!成立于

&%%!

年
(

月
.

日华泰紫金
&

号! 截至
//

月
$"

日 实 现 复 权 收 益
/!$0(!-

! 在同期成立的券商同
类产品中排名第一% 产品通过对
基金的投资! 可以将风险再次分
散!抗跌性较强%

华泰紫金
$

号是一款股票型
产品 ! 今年以来业绩增长了
!$-

! 在震荡向上的市场中能够
把握较好的投资机会!现在正利

用大盘震荡的机会对业绩持续增
长和具备价值重估题材的股票进
行积极布仓!为

&%#%

年产品收益
增长提前做好准备%

对于想要本金安全的客户
或是短期资金闲置的客户而言!

华泰紫金现金管家是最好的选
择!这个产品在传统货币基金的
基础上能够参与网上'网下新股
申购 ! 随着新股发行节奏的加
快!收益可期% 产品没有任何交
易费用 !到账快捷 !进出灵活又
方便% 截至

#&

月
##

日年化收益
率达

$1%)-

%

-./'

!价格战"让商家身心俱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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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公共通道竣工交验

常州客运中心配套工程

! ! !"# /&

月
//

日!常州客运中心
配套工程社会公共通道工程竣工交验%

该通道是常州客运中心和沪宁城
际铁路的重要配套工程! 工程投资约
/1/

亿元!

&%%2

年春节后开工建设!于
##

月下旬完工% 通道净宽
#)

米!净高
)1)

米!长度约
#.%

米!贯通火车站南
北广场! 穿越既有铁路和在建沪宁城

际铁路%

通道建成使用后! 从现有火车站
南广场至城际铁路北广场的双向人流
将不必绕行永宁和竹林地道! 可直接
穿越该通道到达, 通道南出口设有下
沉式广场! 通道北出口设有通往城际
地下出站厅'集散广场及公交'长途枢
纽站的通道%

$AB CDE

常州客运中心配套工程

社会公共通道竣工交验

并非铁杆彩民顺手买了
#%

元

上次中
))(

万双色球的溧阳
! ! ! !!"# !

日在溧阳投注获得福彩
双色球

)((

万大奖的彩民!近日!在朋
友的陪伴下到省福彩中心领奖% 据其
称!他非并铁杆彩民!只是赶集时顺手
花

#%

元钱买了
)

注福利彩票双色球!

结果中了大奖%

!

日! 双色球第
&%%2#'$

期开奖!

当期全国中出一等奖
&&

注!单注奖额
为

))(

万元!当中有常州
#

注!售出于
常州溧阳市竹箦镇投注站%

这名幸运儿姓刘!是个生意人!开
了家小规模的家庭超市% 当天!刘先生
到街上赶集!采购货物需要等待结算!

感到无聊!便到附近一个福彩投注站!

看了几眼墙上贴的走势图! 就随意写
下了

)

注号码!花了
#%

元钱买了一张
彩票%

刘先生说! 他与福彩双色球早在
几年前就结缘了!但不是期期都买!想
起来才会去买!而且买的也不会太多!

基本上不超过
)%

元%

刘先生在选号上也没有什么特别
之处! 就是看看走势图后随意挑选号
码!不费多大的心思!用他的话说+& 双
色球摇号随机性强!偶然性高!基本上
无规律可言!中大奖纯粹靠的是运气!

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

获奖后! 刘先生决定把奖金用在
事业上% 他说自家的超市规模小'品
种少 '加上竞争日益激烈 !顾客也越
来越少 !他一直想扩大经营 !可是苦
于资金有限!现在这笔奖金来得正是
时候%

$FGH I+J )KLE

常州基层团组织首飘& 全国五四红旗$

! ! ! !!"#

昨天上午 !常州港华燃
气团总支被授予& 全国五四红旗团
支部 $称号 !这是常州基层团组织

第一次被共青团中央授予这一称
号 %

-MNO PQR'

上次中
))(

万双色球的溧阳

并非铁杆彩民 顺手买了 #%元

常州基层团组织首飘!全国五四红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