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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消费节”
营造全民消费、购物火热氛围
长春市二道区多家商超同时开展双节联动优惠活动，带动百万人次参与

首 届 吉 林“98 消
费节”正式启动后，为
广大群众带来了优惠
利好，营造了全民消
费、购物的火热氛围。
13 日，
在长春市二道区
欧亚长新购物中心，
借
着“98 消费节”东风，
商家也开展了双节联
动优惠活动，
意味着市
民在使用“98 消费节”
满减消费券外，
还可以
继续享受商场自身活
动的折扣，
可以说是实
惠满满。这不，
13日虽
然是星期一，
但商场内
依然有很多前来消费
的市民。
欧亚长新购物中心服装区域内挂满了宣传海报

促销活动加上消费券

花400多元能买
10盒品牌月饼

抢到满2000元减500元消费券

她果断出手
购买相中的热水器
13日，在欧亚长新购物中心，
服装区域、家电区域都迎来不少前
来消费的市民。商场内四处挂着
“双节联动惠中秋，七天乐享国庆
节”
“吉林98消费节盛大启幕”的宣
传标语。记者了解到，该商场除了
能使用“98消费节”满减消费券外，
还能继续享受自身的活动优惠。
如服饰类199元即可换300元消费
券，使用消费券购买部分服饰类、
化妆品类商品可十足抵用。家电
类满2000元可抽奖1次，满4000元
可抽奖2次等。
拿 着“98 消 费 节 ”抢 到 的 满
2000元减500元消费券，市民赵女
士购买了一款心仪的热水器，并且
还通过抽奖拿到一些奖品。赵女
士说，她和爱人今年给刚买的新房
添置家电，这款热水器价格近3000
元，此前她已经看中了一段时间，
从大小、容量、智能方面都挺满意，
但价格多少有点超预算，她也曾犹
豫是否买另一款便宜一点的，两款
相差五六百元钱。
可 是 ，当 抢 到 了 满 减 消 费 券
后，赵女士不再犹豫，直接将热水
器买回家。赵女士说，算上满减消
费券，再加上商场自身优惠活动，
她只花了2300多元就将这款热水
器拿下了，真是太划算了，现在真
是心满意足。
和赵女士一样，现场抢到满减
消费券购物的市民都挺开心，而没
抢到的则希望还能再来几波消费
券。
“得知发消费券的消息后，我就
第一时间定了闹钟提醒，希望能抢
到大面额的，购买家用电器等。而
当天可能是在外面信号不太好，出
现卡顿，片刻工夫消费券就被抢没
了。好在‘98消费节’期间，商家自
身也开展了优惠活动，怎么也比平
时划算。我希望接下来还能有抢
券活动！”
市民王女士说。

以
“98 消费节”
为契机
通化市掀起消费热潮
9月11日，通化欧亚购物
策、联动促销，促产、促销、促
中心一片繁忙，
前来购买商品
游，一二三产联动，实现“1+
的消费者络绎不绝。顾客购
1+1>3”叠加效应，加快推动
物热情高涨，
在
“买买买”
的同
全市工业品、实体零售商业、
时，
还能
“省省省”
。通化市以
旅游行业发展。欣明达连锁
全省
“98消费节”
活动为契机，
超市负责人告诉记者，
他们把
组织市区大型商场、超市、汽 “98消费节”
与中秋节、国庆节
车、餐饮等商贸企业及美团线
等节日相结合开展促销活动，
上平台，
银联和各大主要商业
针对米面油等百姓日常生活
银行，采取企业打折让利、银
用品、节日礼品礼盒、户外活
联惠民消费、银企合作推出专
动商品，
推出7折至8折的打折
属优惠劵等多种形式，
全面开
和优惠充值立返等系列促销
展促销活动，
将拉动全市消费
活动，
让百姓享受优质商品和
水平再上新台阶。
优惠价格。
在通化欧亚购物中心，
企
通化万达广场也开展了
业以店庆为契机，
开展主题为
多项内容丰富的促销活动。
“尽心所历·拾穗肆芳”
促销活
组织场内餐饮业户参与
“吉林
动，采取精致家居礼、百元现
省金牌厨师挑战赛”
“ 明星主
金储值卡、观影券、中秋邀月
厨厨艺展示”等线上直播活
团圆送、购物立减等形式，推
动；推出“深夜食堂”，以餐饮
出美肤节、黄金珠宝节、时尚
业态为主带动全业态爆发。
服装节、疯狂夜卖、家电优惠
与大众点评、美团、饿了么等
满减、单品类霸场日、超市礼
外卖APP合作，晚6时后餐饮
金券等系列商品、不同品类的
业态推出限时5折深夜美食套
大促销。
餐、外卖减免配送费等优惠；
全市促销活动采取政府
苏宁易购从9月9日起，
推出了
引导、社会参与、市场运作的 “金秋家装节·99嗨购日”
“中
方式，围绕重点行业、重点企
秋献礼·苏宁易购入吉17周年
业、重点商品、重点时节组织
感恩回馈”等活动。/吉林日
开展促进消费活动，精准施
报记者 隋二龙 裴虹荐 报道

“98消费节”期间

二道区将举办30余场
促销专场活动

“优惠了!”
“ 优惠了!”在购物中
心二楼超市内，购物氛围更加热烈，
食品区、果蔬区、熟食区都有很多市
民光顾，出口也有不少顾客正排队
结账。记者了解到，该超市可以使
用“98 消费节”第二批发放的消费
券，包括满 200 元减 40 元、满 500
元 减 100 元 、满 1000 元 减 200 元
13日中午，
在欧亚超市东盛店，
购
等。同时进入企业微信群，还可以
物氛围同样浓郁，市民们的购物车上
享受活动优惠。
都装上了不少物品。除了可以使用
在一处品牌礼盒月饼摊位，该 “98消费节”第二批发放的消费券，该
商家推出“买一赠一”活动，同时与
超市自身也展开各种优惠、
抽奖活动。
“98 消费节”满减消费券共用。以
“我平时就来购买水果、蔬菜，还
一 盒 价 值 100 多 元 的 礼 盒 月 饼 为
有生活用品，现在说是超市开展优惠
例，在享受完后优惠活动和 200 元
活动，比平时便宜，还能参加抽奖，那
减 40 元的优惠券后，约 160 多元就
我更得来了。我就希望这种优惠活
能买到 4 盒礼盒月饼，使用 500 元
动时间越长越好！”
市民张阿姨说。
减 100 元的消费券，则 400 多元就
据了解，目前长春市二道区已有
能买 10 盒月饼。
20余家大型商超、餐饮酒店、家居卖
旁边一名顾客说，即使没有满
场、连锁加油站等参与
“98消费节”
，
主
减优惠券，
“ 买一赠一”的活动也是
题活动期间将举办各类促销专场活动
挺合适的，吉林“98 消费节”期间各
30余场，预计百万人次参与活动。接
商家也都在开展各种活动，对消费
下来结合吉林“98消费节”，二道区紧
者而言是实惠满满，
福利满满。
扣商品和服务消费两大主题，组织大
在超市旁的一处内衣专柜，记
型商贸企业开展各类线上线下主题促
者看到该专柜也参加接赠券活动， 销活动，打造“商超消费”
“家居消费”
同时专柜部分商品满 200 元收 100 “油品消费”
“ 餐饮消费”
“ 夜经济消
元，部分商品还打 5 到 7 折。优惠活
费”
共5大主题促销板块活动。
动也吸引不少市民前来挑选。
/城市晚报全媒体记者 吕闯 报道 摄

国网吉林电力
发布
“窗口无否决”
服务承诺
为将党史学习教育成果
问告知”，做好耐心细致的解
转化成为民服务的实效，
深入
释工作；
对不属于窗口办理的
践行人民电业为人民的宗旨，
诉求，
准确告知办理方法和具
日前，
国网吉林省电力有限公
体路径，
一律
“指明路标”
。
司结合实际发布了
“窗口无否
在“窗口无否决”服务十
决”服务十项承诺，持续优化
项承诺中，
该公司切实把供电
电力营商环境，
着力解决供电
服务转型升级作为助力地方
服务领域客户的操心事、烦心
经济发展的抓手，
当窗口服务
事、揪心事，以优质服务架起
人员接到异地办电申请时，
一
党和群众的
“连心桥”
。
律
“异地联办”
，
当日便可转派
据悉，该公司此次实行
至客户用电所在辖区营业厅
“窗口无否决”
服务，
是贯彻落
办理；省内用电客户办理新
实省委省政府服务业转型升
装、增容业务，如遇到电网供
级高质量发展要求，
在全面梳
电能力不足时也不用再担忧，
理供电服务窗口影响客户体
一律
“先接后改”
，
原则上先满
验的服务事项基础上，
坚持善
足客户基本用电需求，
同步启
小而为，对群众的诉求，只设
动电网升级改造工作，
全面提
路标、不设路障，推行“只说
升客户用电满意度，助企纾
行 、不 说 不 行 ”，只 说“ 怎 么
困，
以优质供电服务助力各类
办”，不说“不能办”的无否决
企业投资落户吉林。
服务机制，具体体现在“十个
针对老年人、残障人士、
一律”
上。
“五保户”等特殊客户群体列
针对客户办理用电材料
出服务清单，预约后一律“上
不 全 的 问 题 ，一 律“ 容 缺 受
门服务”
，
实现客户零跑动，
保
理”，客户持用电主体资格证
障改善居民用电体验；
客户对
明即可办理业务，
用电主体资
电费有异议时也不用担心，
窗
格证明可通过业务系统、政务
口服务人员一律
“透明公开”
，
平台核实的无需提供，
其他必
为客户提供原始数据账单，
政
备资料根据窗口提供的清单，
策标准执行错误的，据实退
可在后续流程中收资、验资； 补，如疑似电能表异常的，先
客户咨询政策暂未明确的诉
换表保全证据，
后校验解决争
求时，一律“非禁即办”，窗口
议；当客户产权设备运维、故
服务人员会及时研究并于 5
障修复、用能诊断等方面遇到
个工作日内答复客户；
针对客
难题，
请求供电企业提供服务
户提出赔偿的诉求，一律“限
时，一律“延伸服务”，协调专
时核损”，在 6 个工作日内完
业人员在规定时间内联系客
成核损并回复客户；
窗口服务
户提供现场服务。
人员对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吉林日报记者 杨悦 通
件禁止的项目申请，一律“首
讯员 张继月 报道

长春公交集团东盛汽车公司 G225 路车队
启动雨天应急预案保障市民安全出行

欧亚超市东盛店也展开了优惠活动

为给市民提供安全舒适的公
交出行环境，保障公交营运有序
开展，
近日，
长春公交集团东盛汽
车公司 G225 路车队根据天气变
化，
启动雨天应急预案，
为市民安
全顺畅出行保驾护航。长春公交
集团东盛汽车公司 G225 路车队
组织专人到线路沿线探查路况，

全面了解营运线路的交通情况，
要求所有驾驶员提前到岗，做到
出车“趟趟检”，过路口严格遵守
“一停、二看、三通过”要求，并保
持安全车距、
减速慢行，
行经低洼
路段要观察瞭望，确认安全方可
通过。同时，车队安全员到指定
路段站岗，
协助公交车安全通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