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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购会第二件半价 九个门店帮你拼单
三联家电9 . 09半价风暴本周震撼来袭

本报讯 十一临近，装修
旺季也即将开始，烟台各大家
电卖场纷纷推出了各种促销活
动。记者了解到，三联家电9月9
日举办员工内购福利会，称“买
一件低价、第二件半价”，还有
其他形式的优惠，众多市民对
此感兴趣。6日，记者实地走访
三联多家门店后了解到，“第二
件半价”的优惠已全面启动，不
少消费者已提前预订。三联称
消费者不需一次买两件，其旗
下九家门店会帮消费者拼单，
以达到优惠条件。

九月，烟台家电卖场纷纷
推出促销节、内购会，促销优
惠也五花八门，卖场声称的优
惠是否能落到实处呢？近日，
记者接到读者电话反映，通过
微信朋友圈得知，三联家电9
月9日举办员工内购福利会，
称“买一件低价、第二件半
价”，另外还有其他礼品和抽
奖，希望记者能帮着了解一
下，商场所谓的优惠力度是否
真正能享受到。

6日上午，记者来到了位
于芝罘区青年路上的三联家
电分店，由于前期进行了宣
传，当时店里有不少市民在选
购家用电器。记者随机选了几
款家电并进行了询价。在三星
电器专柜，看到到处张贴悬挂
了“9 . 09半价风暴”字样的宣
传品，记者选了一款标价9990

元的2017款冰箱，导购员告诉
记者该款冰箱买一件优惠至
8990元，买两件在9990元的基
础上两件同时打七五折，也就
是每件7492 . 5元，另外商场还
有其他礼品赠送。在美的空调
专柜，导购员告诉记者，已有
不少消费者报名参与“9 . 09半
价风暴”活动，“第二件半价”
也就是同款商品买两件的话
都能享受七五折。

青年路分店王店长告诉
记者，此次三联“9 . 09半价风
暴”活动得到了绝大多数的家
电品牌的响应，除个别型号
外，店内98%的商品都参与“第
二件半价”，由于活动促销力
度大，现需办理预订票，票价
10元1张但可以抵货款20元还
有88元礼品。而且消费者不需
要一次买两件，三联旗下的九
家分店会综合消费者的预订
机型，帮助消费者在全烟台区
域内拼单，以保证消费者享受
到“第二件半价”的优惠。记者
在开发区、福山、海阳等分店
走访，也了解到同样的情况。

三联家电一位负责人告
诉记者，三联此次“9 . 09半价
风暴”活动从9月8日至9月10
日，完全是回馈港城消费者，
并承诺保证低于其他商场、保
证低于十一价。活动期间，除
了“第二件半价”的优惠，消费
者还能享受到六大权益，分别

为：认筹尊享三重礼、多购有
奖、购满10000元可现场砸金
蛋、套购送豪礼、购物尊享现
场抽冷柜大奖、尊享双倍积
分。另外，此次活动是全城联
动，在九个分店均可享受到

“第二件半价”的优惠。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记者

三联家电9大家电卖场:

格三联家电青年路商场：
芝罘区青年路33号(长途汽车
站南) 电话：2127666

格三联家电开发区商场：
长江路彩云城 电话：6378989

格三联家电·福山商场：
家电一条街 电话：6367229

格三联家电牟平商场：文
兴路597号(杨子荣广场南)
电话：3397369

格三联家电蓬莱商场：南
关路118号 电话：3356567

格三联家电栖霞商场：跃
进路26号(汽车站东100米)
电话：3377179

格烟台三联家电海阳商
场：虎山街114-9(市人民医院
西) 电话：3108989

格烟台三联家电黄城商
场：花木兰街141号(原一百商
场) 电话：8903399

格烟台三联家电龙港商
场：龙口西城区大建行南邻(原
沃迪客电器)电话：8830111

本报9月6日讯(记者 秦雪
丽 通讯员 黄艳玲) 6日，
2017首届烟台仙境海岸旅游节
暨“新海岸新烟台·巡航崆峒列
岛”启动仪式，在烟台旅游大世
界旅游码头举行。本次活动由烟
台市旅游发展委员会支持，烟台
市旅游协会主办，烟台市登山协
会协办，烟台新绎旅游承办，拉
开“烟台人游烟台”秋季大型品
牌系列活动———“首届烟台仙境
海岸旅游节”的序幕。

为展现全域旅游发展成
果，激发全民参与旅游的热情，
烟台市旅发委推出以“城乡旅

游化、旅游生活化”为主题的
“烟台人游烟台”活动。作为“烟
台人游烟台”的金秋升级版，

“首届烟台仙境海岸旅游节”,旨
在全方位展示烟台仙境海岸的
美景与魅力，让广大市民和游
客通过参与丰富多彩的系列活
动，深度领略仙境烟台的秋韵。

据烟台市旅发委副主任牟
云介绍，旅游节设置“新海岸”
和“新烟台”两大板块，从现在
开始一直持续到9月底，共推出
20多项活动和产品。“新海岸”
板块主要通过市民、游客的参
与性体验，组织看海听涛之旅、

中秋赏月之旅、采摘之旅、生态
之旅、葡酒之旅、秋韵之旅，感
受和发现烟台之美；“新烟台”
板块主要通过举办旅游节庆活
动，展示烟台人的魅力，为烟台
创建文明城市添彩。

活动当天，主办方组织烟
台市民、登山协会会员及游客
登船体验了新绎旅游推出的崆
峒岛海上游产品。据悉，新绎旅
游公司投资烟台旅游，独家运
营烟台至崆峒岛交通接驳航
线，并推出“崆峒岛登岛之旅”

“崆峒列岛全景巡航”等精品
“海上游”产品，带游客探秘海

上烟台的“神仙去处”。未来，新
绎旅游将以芝罘湾和崆峒岛为
基地，建设码头综合体，升级崆
峒岛旅游吸引物、开辟新航线、
建设高端民宿，整合“港-船-
岛”旅游资源，带领游客充分领
略崆峒岛的独特魅力。

崆峒岛远离城市喧嚣，至
今岛上仍保留着大量的原生态
的景观：天然海水浴场水浅滩
平，沙细浪静；白色灯塔绿树环
抱，历史悠久；望鱼台码头，机
帆木船星罗棋布。岛上居民以
渔业养殖为生，岛内海产品资
源丰富，盛产海参、鲍鱼、扇贝

等名贵海珍品。
烟台在全域旅游创建中树

立国际化海岸的品牌目标，秉
持“新海岸、新视界、新烟台”理
念，在传承中创新，寻找空间的
跨越和文化的突破，发掘烟台
全域旅游的“新丝路、新业态、
新空间”；时值烟台海洋的开海
节和丰收季,推出“崆峒岛登岛
之旅”“崆峒列岛全景巡航”等
全新旅游产品，对于挖掘烟台
海上游文化、拓展海洋旅游具
有重大意义，是烟台“仙境海
岸”目的地文化旅游品牌建设
中的“海洋展现”。

“烟台人游烟台”2017首届烟台仙境海岸旅游节启动，持续到9月底

““海海上上游游””烟烟台台，，去去巡巡航航崆崆峒峒列列岛岛吧吧

两次酒驾还不长记性，驾照被吊销仍喝酒开车上路

一一驾驾驶驶员员三三次次酒酒驾驾被被查查
本报9月6日讯(记者 柳斌

通讯员 全福 先媛) 5日
下午，市交警一大队在上夼西
路查获了一酒后驾车以及吊销
驾照期间驾车的违法行为，在
将驾驶员带至办案区进行落实
身份之后，发现该名驾驶员因
为酒后驾车这一违法行为已经
是第三次被交警抓获，目前这
名驾驶员已被行政拘留。

5日14时许，交警一大队二
中队民警在红旗中路与上夼西
路交叉口处设卡对过往车辆进
行检查。一辆黑色别克轿车驾
驶员看到交警后，下车就开始
跑。民警迅速将驾驶员拦截并

对他进行酒精检测。
经查，驾驶员宋某某的呼

吸式酒精检测结果为76 . 7mg/
100ml，已构成酒后驾车的标
准，随后立即被执勤交警依法
带至办案区进行身份落实。

查询出的结果令人吃惊，
原来驾驶员宋某某在2011年10
月18日在青年南路与官庄路口
处因酒后驾车被交警三大队查
获，受到驾驶证被暂扣6个月，
一次性扣罚12分，罚款1000元
的行政处罚。2017年4月11日因
酒后驾驶机动车在通世路与红
旗中路路口被交警一大队查
获，驾驶证被暂扣6个月以及罚

款1000元，驾驶证一次性记满
12分的行政处罚。宋某某的A2
驾驶证已于2017年4月11日被
交警部门依法吊销。算上这次
因为酒驾被查，已经是第三次
了。

宋某某因第三次酒后驾
驶机动车和吊销驾照期间驾
驶机动车的这两项违法行为
将被交警部门合并处罚，分别
处理。根据相关规定，他将面
临的是酒后驾驶机动车被行
政 拘 留 1 0 日 以 下 以 及 罚 款
1000元的处罚，和吊销驾照期
间驾驶机动车被拘留15日以
下，罚款1000元的行政处罚。

病病从从天天降降难难以以负负担担
太太平平人人寿寿雪雪中中送送炭炭

莱州的韩女士通过朋友
的介绍，于2011年9月投保了
太平重疾险和意外医疗险。
起初，韩女士的态度是犹疑
的：经济并不宽裕，投资这份
保险是否值得？面临并不是
富裕的家庭环境，韩女士甚
至有了退保的打算。

2017年6月，在一次查体
中，韩女士不幸检查出甲状
腺癌。“保险”二字当即出现
在韩女士的脑海中。能不能
赔付？能赔付多少？从未有过
理赔经验的韩女士心中有了
疑问。经过与太平人寿保险
有限公司烟台中心支公司代
理人沟通，公司服务人员随

即为韩女士申请了理赔程
序。韩女士生活在农村，家里
条件较为困难，这次的疾病
对这个家庭来说无疑又是雪
上加霜。理赔款的下发快慢
无疑对韩女士一家起着雪中
送炭的作用。调查、走访、搜
集资料、上报理赔，韩女士的
申请三天便快速结案。太平
人寿第一时间将30万的理赔
款送到了客户的手上。韩女
士对太平人寿工作人员表达
了不尽的感激之情，称太平
的此次理赔服务使自己的观
念发生了巨大转变，不仅自
己更加认可保险，还会为家
人继续投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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