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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 14日下午， 家住市区东门路

的余女士给记者发来微信：我家楼房旁

边有棵大树，前几日大风将一根大树杈

刮断，树枝悬在空中，让附近居民胆战

心惊。

记者王调翁帮办：记者当日下午来

到现场查看，发现余女士居住的楼房旁

边这棵大树的树杈开裂，如果遇上狂风

暴雨天气极易伤人。 由于这棵树很高，

附近居民没人敢爬上去清理，只好每日

小心翼翼地沿着房屋墙壁行走，极不安

全也不方便。 随后，记者来到信州区东

市街道箭道巷社区了解情况，该社区党

支部书记杨小丝告诉记者，社区已经接

到居民反映，并向街道与市园林局进行

汇报。

7

月

15

日上午， 记者与社区干部

一起来到市园林局咨询，该局有关人员

立即安排园林工人前往现场清理被刮

断的树枝。

1

个小时后，园林工人将存

在安全隐患的树枝清理干净。

本报讯（记者 曾纤 摄影报道）进

入三伏天，上饶高温天气持续来袭，记

者近日走访发现，美甲店成了不少女

性市民的清凉地儿。 不少美甲商家还

瞅准眼下的商机，推出相应的优惠，吸

引消费者来店内消费，夏日里的“美甲

经济”随之升温。

据了解， 目前上饶流行用甲油

胶美甲，是最新美甲潮流。 和一般甲

油相比， 甲油胶原料取自于天然树

脂， 具有环保无毒、 健康安全的特

点。 当然其价位也比传统的指甲油

贵了不少， 在

30

元至

200

元不等。

一家美甲店的老板告诉记者， 她们

今夏做的最贵的是新娘妆美甲，花

费高达

1000

多元。

大树折断悬空中 居民胆战心惊

园林部门安排人员清理

美甲花费上千元

深睡眠时间不超过

10%

， 精英人群

因工作压力和精神紧张等缘故， 深睡眠

时间更加显得不足。 以“为改善人类健康

睡眠而奋斗”为己任的慕思寝具，

2011

年

为您带来深度关爱睡眠质量的诚意之

作。 代表目前世界最高科技水平的慕思

凝胶枕， 将掀起健康睡眠革命的又一次

狂潮，奢侈睡眠不再望尘莫及，您也可以

走进深度睡眠的新时代。 慕思神奇凝胶

枕，邀您体验深度睡眠时代。

慕思凝胶枕头采用意大利原装进

口、德国独家专利配方，纯天然植物提取

分子与天然精油， 利用水可再生性能源

衍生而成的复合材料， 经过数万次的测

定实验和

15

个层析、纯化步骤，提炼出

一种类似“人体皮肤”特定结构的胶态物

质。 慕思凝胶枕创造了三个全球第一：全

球第一款同时满足仰卧和侧卧需求的枕

头，有效减少翻身次数；全球第一款人造

皮肤材质的枕头， 让您找回躺在妈妈怀

抱的感觉； 全球第一款能降低头部温度

1.5℃

的枕头

,

有效提升

30%

深睡眠时间。

凝胶枕的诞生是世界睡眠科技的一次重

大革新， 它可以让你在零压力状态下轻

松进入深睡眠状态， 达到前所未有的高

品质睡眠境界。

据慕思寝具代理商负责人介绍，“慕

思

2014

全国健康睡眠万里行·上饶站”

活动于

7

月

18

日全面启动！ 活动内容具

体如下：一重奏：来店有礼（活动期间凭

邀请函光临本店送精美礼品）； 二重奏：

床垫免费抽取（顾客在活动期间可参与

抽奖， 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

3696

元床

垫，自付运费

399

元）；三重奏：现场大奖

任你抽（活动期间一次性消费满

5000

元

就有一次抽奖机会， 消费满

10000

元有

两次抽奖机会，多消费多机会）；四重奏：

现金券当现金使用（每张面额

500

元，消

费满

10000

元即可使用一张， 满

20000

元可使用两张，每位顾客最多使用两张，

不与其他优惠叠加使用）；五重奏：全场

劲爆折扣，保价全年。

7月 18日至 20日

慕思全国健康睡眠万里行引爆上饶

本报讯（实习生 李正阳 记者 余

乐达 摄影报道）近日，记者在采访中

发现，虽然菜市场依然人气旺，但由

于超市购物环境好、时令蔬菜价钱便

宜， 让市民的菜篮子拎得更轻松，顺

便还能带生活用品回家，使得到超市

买菜成为不少市民的习惯。

市民到超市买菜成习惯

上饶红星建材家居博览中心创立

伊始，就倡导设计价值理念，以打破传

统观。 在外部设计方面，红星秉承建筑

以人为本的开发理念，突破传统的建材

市场格局， 由原来分布杂乱的街铺，升

级到室内步行街， 配合科学的动线设

计，使建材采购变身为时尚购物。

在经营理念上，根据建材家居产品

的消费发展趋势，红星执行“规模化经

营、商场化管理”，“一站式”家居规模、

档次大小相近，购物环境舒适，在吸引

足够客流的同时，达到汇聚为“场”的市

场概念。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消费者

的购物观念正发生改变，关注点除了商

品自身之外， 开始追求一种购物体验，

追求便利性、舒适性，追求产品的品质

保证和售后服务。而消费者的这一切需

求都将在红星建材家居博览中心得到

满足。

在整体上， 红星秉承设计价值理

念。 所谓设计价值，是指在产品或服务

供应商的构想中将要提供给顾客的一

种效用或价值，或者指供应商根据前期

的研发设计已经制造出来的但还需要

通过市场传递给消费者的产品或服务

所包含的效用或价值

(

即一种还没有实

现的价值

)

， 这是从供应角度给出的一

种衡量。因此可以看成是一种目的在于

满足顾客期望价值的计划供给量或潜

在供给量。 自创立以来，红星一直秉承

理念， 不断地对顾客期望值进行了解、

调查，从而为消费者提供“先行赔付”“

7

天无理由退换”“对售出产品负全责”等

举措，整合各类优质资源，统一管理、策

划、推广、营销，通过卖场、品牌、产品、

服务、营销的整合，从而满足客户的消

费和生活观念，让顾客逛得舒心、买得

放心。 同时，红星还拥有专业的管理团

队，拥有专业化素养的团队对商场进行

管理。

如此的红星，值得上饶市民期待。

倡导设计价值理念的“红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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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线： 13870338799shangraowanbao

上饶晚报

微信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