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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国际名表展 地址：辰光商务酒店一楼大厅（历史文化公园对面）
公交路线：9路、11路、13路、21路、29路、31路、109路、111路、113路

历史文化公园下车(2015年 7月 24-26日本周五、周六、周日）

咨询
热线

0319-5118565
18131853087

■ 2015 新款瑞士机械腕表，工厂直供，全国联保 VIP 保修卡、本地售后有保障
■ 为答谢牛城市民，购买名表即赠送价值 300 元真皮表带一副，数量有限送完为止
■ 活动咨询抢购热线:�0319-5118565����18131853087

今天来瑞士品牌名表直销惠
万元名表两千元就拿走

买表还将送精美皮质表带
本周五、周六、周日，在辰光商务酒店一楼大厅，一场浪漫、优

雅、品位与奢华的激情碰撞将上演，所有腕表展品由生产厂家独
家授权，“瑞士全自动机械腕表展”即将炫彩开幕。

为了答谢牛城读者的厚爱， 主办方特别争取到一批精美礼

品，凡是现场购表的市民，均可获赠价值 300 元的真皮
表带一副。

温馨提示：本次活动规模虽大，款型虽多，但数量有
限，为保证公平，实行先到先得，售完即止。

随着消费者的增多，消
费需求的增长， 国内名表销
售市场的发展势头十分迅
猛， 有的经销商为了谋求更
大的利益， 卖起了仿名牌表
来蒙骗消费者。市场上水货、
假货充斥，质量参差不齐，售
后没有保障， 让很多消费者
无从下手。为此，晨报直销惠
特邀厂家代表为您现场解
答。

◆品牌与款式：
最贵的不是最好的，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首先，确定自己

购买的预算上限：有了合理的上限约束，才能促使我们更加合理、
理性地消费；其次就是考虑个人的喜好，以及购买手表的用途，是
搭配正装或是休闲运动等；最后以自己预算购买的上限金额为条
件，把符合价格范围内的款式一一列出，进行挑选。 按照使用者
(男表、女表)、机芯、表带、价格、款式分类挑选，在搜索出的众多
结果中，选择最心仪的那款。

组委会张主任介绍，这次“瑞士品牌名表直销惠”，以 2 折价
买名表是让大家对品牌名表有新的认识，但与此同时，一些暴利
商家名表，其成本价格并不高，但经过生产、流通、包装、销售渠道
的层层加价，包括期间所产生的广告费，开支等，产品最终送到消
费者手中时，价格至少要翻几番。

今天开始至周日，牛城瑞士名表直销惠联合多个瑞士品牌名表厂家推出“瑞士国际名表展”活动正式启动。 本次直
销惠现场，将展售上千款时尚新款的瑞士品牌名表，1 万多元的品牌名表，现在市民仅需两千多元就能买到；六千多元
的玫瑰金镶嵌名表，现在一千多元就能买到，活动仅限三天。

主办方承诺：本次展销的都是正规瑞士品牌名表，每款都有全国联保 VIP保修卡，假一赔十，享受全国联保，本地售
后有保障。

手表价没谱市民怨声高
昨日，笔者在辰光商务酒店一楼

直销惠大厅，遇到几位提前来咨询本
次瑞士名表直销活动的市民。“现在
的名表价格太乱了，看不上眼的名表
都成千上万，动辄十几万甚至几十万
元”， 家住火车站附近的市民孟先生
表示。

“我最近正想到商场买一块好
表，但是价格让他很犹豫，名表价格
全凭商家张口定价，动不动就要几十

万， 关键到底值不值这个钱都不好
说。 ”家住吴庄附近的周女士，对品牌
手表价格也是一阵抱怨。

一位在邢台周边地区经营名表
多年的张老板告诉记者， 近几年，品
牌名表价格之所以涨得离谱，其中的
人为因素很多，从客观上说，名表目
前的市场价格确实与其真实价值不
相符。 一块名表从出厂到卖场，层层
加价，导致水分很大。

品牌名表普及止住高利润
能不能让名表价格低些， 让邢

台市民省钱买到品牌名表？ 为此，牛
城直销惠特联合瑞士品牌名表厂家
发起一场“瑞士国际名表展”，其实
就是希望做一场品牌名表普及运
动，推出 2 折价买品牌名表，让名表
告别高利润。

据本次活动主办方介绍，由于目
前市场上品牌名表价格虚高，导致很
多市民，面对喜欢的名表款式，想买

又不敢买。 为此，主办方特别考虑了
市民的强烈需求， 决定利用本周五、
周六、周日三天时间，在辰光商务酒
店直销惠大厅，开展这次活动，希望
把品牌名表的价格回归到正常轨道。

“参加此次品牌名表普及运动的
所有产品，均是工厂直供，减少了一
切中间环节，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能以
2折价开展品牌名表普及运动的根本
原因。 ”主办方表示。

今天来买瑞士表省钱 80%
据了解，这次瑞士品牌名表直

销惠，是邢台迄今为止，品牌展销数
量规模超大的一次品牌名表展销活
动。 本次展销的品牌名表都是最新
款，第二个特点是品类全。既有当下

男女钟爱的各种款式的情侣名表，
也有传统的瑞士机芯机械名表，及
各种纯手工镶嵌类的时尚男女对
表。

活动期间推出的品牌名表，不

仅都是上档次的名表， 而且价格非
常低，甚至部分商品的价格，在邢台
市面上都很少见。 同品级的品牌手
表，价格只要 2 折，就能买个相当不
错的品牌名表，直接省钱 80%。

万元手表二千就可拿走
笔者提前看到本次直销名表资

料，其中一款市场价 11800 元的皮带
机械腕表 直销价格为 2540 元；市场
价为 9500 元的全自动机械男表，本
次直销价格为 1900 元； 一款粉色皮

质表带的女士腕表市场价为 7720
元， 直销价格定在 1724 元； 市场价
6980 元的黑色底盘金属表带腕表，
直销价格为 1576 元；市场价为 2280
元的情侣对表， 单只直销价为 480

元；还有多款石英名表，价格非常合
适。

本次“瑞士国际名表展”上的所
有腕表，都是工厂直供，权威机构检
验，消费者可放心选购。

行家支招 购表攻略

惊爆价：2980 元 / 只 惊爆价：1356 元 / 只 惊爆价：1900 元 / 只 惊爆价：2030 元 / 只 惊爆价：1576 元 / 只 惊爆价：2540 元 / 只

声明
李康不慎将存放于

邢台市人才市场的人事
合同书丢失 ， 证号为：
14932，声明作废。

声明
邢台县浆水邢襄新合

作宾馆有限公司不慎将
财务专用章丢失，声明作
废。

河北双鸿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与瞿民签订
的坐落于邢台市高开区
中兴东大街以南， 东外
环以西盛世春天 12# 楼
1 单元 1303 号、 地下车
库无单元 12 储藏 21 号
房 产 的 YS2014004629
号商品房预售合同已备
案，因退储藏间 21 号原
因， 导致商品房预售合
同不能履行， 经双方协
商签订了解除商品房预
售合同协议， 双方共同
向邢台市房地产交易登
记 中 心 申 请 注 销
YS2014004629号商品房
预售合同备案， 现共同
声 明 双 方 所 签 订 的
YS2014004629号商品房
预售合同一式叁份作
废。 相关权利人如有异
议请于声明刊登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到邢台市
房地产交易登记中心提
供书面异议申请。

特此声明
声明人： 河北双鸿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瞿民

2015年 7月 23日

注销商品房
预售合同备

案声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