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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刊

款交了房子装修好了
说好的“0元装修”
却没了
因对大卖场内的装修公司缺乏

随着求职者本身生活需
求越来越复杂，他们对于应
聘企业的需求也会 越 来 越
多，行业中也会有更多社会
化分工的需求在里面。国家
的发展、第三产业的转型升
级，招聘技术化程度越来越
高，因此，注重“效率驱动”，
以大数据、人工智能提升企
业与求职者的匹配效率成为
招聘平台的
“新杀器”
。
58集团招聘是国内一家
全方位招聘服务平台，旗下
业务涵盖 58同城、赶集网、
中华英才网三大平台，以及
招才猫直聘等创新产品，现
已拥有超过 3亿求职者的简
历库及 4000多万家企业的
招聘信息。
凭借其精准的大数 据 技 术
支撑和全方位的招聘模块矩阵
优势，为企业雇主和求职人群搭
建了一个良好的沟通平台，让整
个招聘过程进展得更顺利，速度
更快，打破了目前信息不对称的
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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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显示，一线城市新
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下
降 0.
6%，降幅比上月扩大
0.
5个百分点，这是一线城
市新房价格连续第 3个月
下降。一线城市的二手住宅
销售价格四月份首次出现下
降，
降幅为 0.
1%。
笔者在 58同城、赶集
网、安居客等平台上发现，
3
月份，北京多个小区二手房
新增挂牌房源量与中介机构
的意向购房者带看房次数均
有大幅提升。南京、武汉、
杭
州、西安等热点城市对新房
限价调控，高性价比的预售
房源需求旺盛。
安居客首席分析师张波
认为，除了节后返城因素，
一
二线城市的人才新政策也在
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楼市回温。
近期，热点城市的楼市
调控动作频频。张波等业内人士
认为，热点城市的调控力度还将
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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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
谢女士来到硚口汉西三路的香
江家居卖场，在卖场内的一家名为
“家装 e站”
的门店内，
与武汉雨木电

了极为诱人的
“0元装修”
优惠方案。

工商部门电话联系雨木公司负责人

谢女士认为，
商家既然在合同中

7月 7日，
谢女士与店方签订了装修
协议，
这个协议的乙方单位是武汉雨

陈某，
陈某称：
“返款承诺系第三方平
台作出，需消费积分方能兑现，
此前

约定了
“0元装修”
，
就应该兑现。经
双方多轮沟通，
因诉求差距太大没能
达成一致。

木电子商务有限公司。谢女士听店员

公司已按规则垫付 3700元返款，
现

子商务公司签订了
“0元装修”
合同。

介绍，
雨木公司是
“家装 e站”
的加盟

该平台更改规则需继续消费积攒积

武汉建筑装饰协会名誉会长郭

为了保险起见，
谢女士还特地与雨木
公司签有一份手写的补充协议，
同样

商，
相当于是
“家装 e站”
武汉站。
在店方员工的帮助下，谢女士

分方能兑现。”
工商部门已将雨木公司列入经

伟提醒消费者：凡涉及装修返款、
装
修不要钱等形式，协会不予支持，
业

强调了“0元装修”的优惠活动。不

在一个名为“三得”
的网络平台上完

营异常名录。

料，谢女士交完钱装修好房子后，
需
要兑现的返利却没了，没能实现“0
元装修”
。日前，
谢女士为此向长江日
报投诉。
谢女士介绍，
去年 7月初，
她在
汉西三路香江家居卖场逛街时，
在一
个名为家装 e站武汉站的门店，
一位

成了注册，
每天参与返现活动。店方
员工告诉她，理论上，只需要 434
天，就能让谢女士回本，实现这个美
好的
“0元装修”
梦想。起初，
她每天
通过参与
“积分分红”
而获得返现，
共
返现了 3700多元，
但她家的装修完
工后，
这个返现就没了。

业务人员热情约她进店参观，
并提出

谢女士为此向工商部门投诉，

5月 3日，
记者来到位于汉西三
路的香江家居卖场，
在 A4栋二楼的
“家装 e站”
武汉站门店，
一位自称是
负责人的人告诉记者，
“0元装修”
是
店方与平台(
三得网上商城)
合作推出
的一个优惠项目。现在，
三得网上商
城的
“游戏”
变了，
谢女士就没有返现
了。

主也不要选择。业主找装修公司，
可
找市场口碑好、
经营时间较长、有一
定规模、
拥有建设主管部门颁发的资
质证书的公司。
工商部门也特别提醒消费者，
天
上不会掉馅饼，
千万不要相信所谓的
“0元装修”
。遇到消费纠纷，
请及时
拨打 12315。
摘编自!长江日报" 记者 金文兵 马辉

QQ兴趣部落在上海开启首个“酋长开放日”
如今，为“爱豆”点赞、应援打
cal
l
，成了互联网时代年轻粉丝“出
道”的日常。5月 5日，依托手机
QQ而生的兴趣部落，在上海开启
首届“酋长开放日”
，在推出星粉互
动全新玩法的同时，也为粉丝近距
离 pi
c
“爱豆”提供更多机会。在新
k

升级的“饭圈”接头方式下，兴趣部
落与 QQ看点完成了底层数据和
流量资源的连通，实现高效聚能。活
动当天，当红“小花”安悦溪和 90
后主持张秉涵在现场使用兴趣部落
短视频功能发起短视频挑战，并邀
请粉丝上台互动，拉近与粉丝的距

离。
兴趣部落里拥有大量垂直部落，
除了明星部落，
还有游戏、
星座、
二次
元、
科技、
校园等部落。兴趣部落还构
建起更为精细的榜单维度，
进一步升
级榜单的样式。这让有潜力的新星和
影视作品更容易被用户发现，
吸引粉

丝主动为“爱豆”
打榜并收获更多成
就感。通过多种星粉互动形式，
QQ
兴趣部落希望实现移动互联网时代
星粉互动方式的全方位升级。这不仅
满足了粉丝社群的社交需求，
还能培
育星粉生态圈的发展和壮大。
王映浤

强化品质核心支撑，
广汽传祺重塑中国制造竞争新优势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
经济已经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
量发展阶段，
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

品牌，探索出一条可资借鉴的中国
制造高质量发展之路，全面展示了

面地体现传祺品
牌高端制造实力

中国质造的独特魅力。

与品牌人文温

品质，是广汽传祺蜚声海内外
市场的关键词。自品牌创立之初，传
祺就提出了“以品质提升带动品牌
提升”的目标，始终坚持品质至上，

度。
今年是改
革 开 放 40 周
年，也是广汽传

以工匠精神打造高端世界级产品。
广汽集团执委会副主任、广汽乘用

祺成立十周年，
这一年对传祺

车总经理郁俊表示，
“要让品质成为
品牌的竞争力，传祺决不以牺牲产

同样意义重大。
据悉，广汽传祺
将“强健体质，持续创新，树立危机
意识，深化品牌建设，为传祺新十
年奠定坚实基础”定为年度事业方
针，全面蓄力开启未来十年品牌发

服务等多维度层面的加速提升，实

的典型样本，广汽传祺从供给侧源
头破局，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坚持品

品品质为代价谋求短期的高速增
长，不管是日程还是销量，甚至成本
管理，都要为品质让路。”
同时，凭借多年来优质高速的

质至上，在质量管控和市场服务上
常抓不懈，凭借着世界级品质的产

发展，广汽传祺在 2017、2018年连
续 2年成功入选中央电视台“国家

展新征程。年内，广汽传祺将完成
品牌升级战略的全面落地，在夯实

续发挥引领作用，坚持品质至上，
进一步为消费者创造更美好的移

品屡获国际权威质量嘉奖，成为深
受市场欢迎与信赖的中国汽车领先

品牌计划”，在中国传统文化与汽车
工业文化之间，
搭起沟通桥梁，
更全

基础、向内挖潜的同时，通过在渠
道能力、品牌向上、产品投放、售后

动生活，以打造世界级的中国品牌
为目标大步前行。”

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
关期，高质量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
的战略目标。
在今年的两会上，政府
工作报告进一步提出，
要
“全面开展
质量提升行动，推进与国际先进水
平对标达标，
弘扬工匠精神，来一场
中国制造的品质革命
“。
站在这样的全新历史方位和全
局战略下，作为中国汽车高端制造

现新时代下的跨越式突破发展。对
此，郁俊表示，
“ 作为中国汽车行业
的领导品牌和标杆，广汽传祺将继

君乐宝牧场 1-4月迎来游客 30万人 五一期间单日破万
五一小长假，去牧场看奶牛成

产业链一体化生产经营模式，
这就确

“三同”认证的婴幼儿奶粉，实现了

场工厂，用透明沟通的方式赢得了

粉明星产品增长 300%，君乐宝乳

为踏青新去处。君乐宝乳业刚刚发
布数据显示，今年 1-4月，君乐宝
优质牧场和奶粉工厂接待游客达
30万人，其中五一小长假期间单日
接待突破万人。越来越多的消费者
通过实地参观，切身感受到君乐宝

保了产品的安全放心。2015年，
君乐
宝凭借严苛的品质管理，
在全球奶粉
界第一个拿下食品安全全球标准
BRC的 A+顶级认证，展示了国产
奶粉的品质实力。在上市第一年的天
猫“双 11”活动中，君乐宝奶粉一举

“同质同价 陆港澳通行”。前不久，
君乐宝奶粉作为唯一的国产奶粉品
牌，在香港通过“小鱼亲测”
“ 绿鱼”
最高安全评级，充分表明君乐宝奶
粉品质达到国际一流，更是国产奶
粉品质实力不断提升的集中体现。

越来越多的认可，为企业赢得了高
品质、高速度的成长。
“对于婴幼儿配方奶粉而言，市
场一旦认可接受，增长是呈指数级
的，”君乐乳业集团副总裁、奶粉事
业部总经理刘森淼说。经过不懈努

业 集 团 2017年 销 售 额 达 到 102
亿，君乐宝奶粉产销量实现翻番，
销
售额达到 25亿元，每天有 130万
中国宝宝饮用君乐宝奶粉，产销量
已经进入行业前列。
君乐宝奶粉坚持用品质发声，

奶粉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为了生产世界级品质的好奶粉，
君乐宝率先推出全产业链生产模式。
即牧草种植、奶牛养殖、
生产加工全

赢得奶粉类销量第一的桂冠，
代表国
产奶粉首次超越洋品牌。
君乐宝奶粉还销往香港地区、
澳门地区市场，成为国内首家获得

当前奶业面临的最大挑战，就
是重建行业信誉、重塑消费者信心，
为了让更多消费者了解国产奶粉目
前真实的发展情况，君乐宝打开牧

力，君乐宝奶粉逐步得到了广大消
费者的信赖和认可。数据显示，
上市
三年多，君乐宝奶粉持续保持增长
冠军，2017年 1-10月，君乐宝奶

用实力说话，一次次用实践证明，
奶
业高质量发展市场大有空间，企业
大有可为，成为近年来国产奶业的
一个突出亮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