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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14城市今明两天天气

沈阳第二届“暖冬羊绒节”正式开幕，
笔者早早抵达活动现场，为本报读者打探

“前方情报”。笔者刚到活动现场，就被当
时的火爆场面所震撼。开展才半个小时，
就见现场挤满了前来抢购羊绒产品的消费
者，他们的购物热情高涨，每个柜台前都被
围得里三层外三层，询价声此起彼伏，不绝
于耳。收银台处更是有序地排起了长龙，
且每个等待付款的消费者手里都拿着一件
甚至几件他们满意的“战利品”。截至首日
闭店，进店客流总量极大，羊绒产品销量十
分可观！

加厚护膝护腰羊绒裤
原价：986元/件直供价：198元

羊绒衫/羊绒开衫
原价：1980元/件直供价：198元

中老年羊绒裤
原价：526元/件直供价：98元

不吃亏 比价格 比质量 比款式
货 比 三 家

部分热销产品

活动时间：
9月11日—15日
（每日9：00-17：00）

活动地址：
沈阳市青年大街356号（辽宁日报大

厦一楼）沈阳市科学宫对面
咨询热线：024-31012622
乘车路线：

169、173、188、109、126、152、282、
166、 139、 214、 130、
251、291、238、333、
334

地铁二号线市图书馆
站B出口

鄂尔多斯内衣、品牌羊绒厂家直供，比款式，比质量，不满意就退货

迎中秋回馈读者鄂尔多斯市品牌羊绒节仅限五天

优惠超给力
主办方：“我们会拿出最大折扣，让利沈阳消费者！”

沈阳第二届“暖冬羊绒节”开幕首日火
爆的活动现场有力地证明了羊绒节上推出
的产品是真正的物超所值。内蒙古娜昕古
拉的羊绒产品是精心选取上等鄂尔多斯地
区的优质山羊绒，由此类优质羊绒制成的羊
绒衫保暖性和亲肤性都极好，让人在寒冷的
冬季穿着感觉既温暖又舒适，是市场上的羊
毛混纺单品所无法媲美的。

沈阳第二届“暖冬羊绒节”，主办方拿出
了最大的诚意，据供货厂家内蒙古娜昕古拉
羊绒制品有限公司负责人介绍：“羊绒节上
所有的单品低至 1折，2.5折封顶，比商场的
普遍优惠60%以上，原价1980元的羊绒衫售
价仅为 198 元，原价近千元的羊绒裤仅售

280元！198元、298元、380元的精品羊绒衫
更是不胜枚举。我们誓将拿出更大折扣让
利于消费者！”

活动详情请持续关注沈阳第二届“暖冬
羊绒节”后续报道。

笔者发现，好多消费者都是“组团”而
来，有好朋友结伴而来，有全家老少齐出
动。活动现场一位常女士告诉笔者：“我和
我好几个朋友组团一起来的，这羊绒衫卖的
血便宜，样子还好看，当然得早点来抢了！
不然都怕卖没了。”她还得意地向笔者展示
了因为电话预约报名，所获赠的精美羊绒手
套。“这羊绒衫价格可是哪都找不到，而且你
看这羊绒内衣，用手一摸就知道是上等的好

东西。好多款式还挺时尚，明天让咱闺女也
来看看！”笔者在现场听到了这位女士和他
先生的对话。笔者看见，这位女士一口气买
了3套羊绒内衣、2件羊绒衫，还买了一条男
士羊绒裤。

笔者在活动现场发现不少消费者此次
都是有备而来，购买四五件产品的并不是少
数，划算的价格和超高的品质成为他们最大
的购买动力。

价格超便宜
消费者：“一摸就知道是好东西，必须买呀！”

护腰设计：
加厚高级白绒

毛腰部贴片防透风

护膝设计：
加厚高级白

绒毛膝部贴片防
老寒腿

羊绒衫工厂直销，到场三重惊喜三重惊喜

凡到现场扫码转发微信好友的顾客即送高档丝巾一条。

一重礼：凭本报到现场任意购物（不限金
额）即送高档丝巾一条（前100名）;

二重礼：一次性购物满500元以上赠送价
值688元羊绒披肩一条；

三重礼：一次性购物满 1000 元以上赠送
指定羊绒大衣或羽绒服2选1。

超值特惠：原价1980元的羊绒衫特惠价198元（买2送1）
带父母来辽宁日报大厦买羊绒衫送上一份孝心！

近些年来，杠杆率成为一个高频
词汇，它映射到我们每个家庭，就是家
庭的负债率。快速攀升的负债，对于
家庭来说，犹如悄然逼近的水下冰山，
需要我们谨慎应对，其中重要的一环
就是做好家庭财务健康诊断。

家庭财务健康诊断的第一步是理
清家庭的收入、开支以及资产和负债
状况,每天记录收入、开支，定期（例如
每周或者每月）整理汇总。在计入科
目上，除了根据用途分类以外，建议再
增加一个标签：正常/非正常收支。此
外，资产、负债情况定期记录汇总，整理
的周期根据各个家庭借贷的期限来决
定，例如，张三家的负债以房贷、车贷为
主，那么张三对家庭资产/负债记录整

理的周期可适当拉长，每半年或一年
做一次即可；李四家的负债以短期的
消费贷为主，那家庭资产负债的整理
周期应该以月或者季度为主。在计入
科目的设计上，资产类应该按照可变
现的程度从易到难归类，负债类应该
按照期限由短到长排列。

家庭财务健康诊断第二步就是构
建家庭理财体系。千里之行、始于足
下。在金融深化日益推进的今天，我
们每个家庭都很难和借贷绝缘，当务
之急是做好家庭的财务健康诊断并据
此优化家庭的支出行为，打造合理的
家庭资产配合方案。这里需要指出，
有贷款不意味着不理财，在这里推荐
一个表现稳健的理财平台——辽沈晚

报财管家理财俱乐部。
辽沈晚报财管家理财俱乐部是辽

沈晚报旗下的财富资讯平台，成立四
年来，始终与强平台合作，以助力投资
者财富稳健增值为己任，为会员推荐
中低风险的产品。俱乐部目前推荐的
产品来自天金所，天津金融资产交易
所是根据财政部相关批复精神，由天
津市人民政府批准设立的我国第一家
金融资产交易所。目前天金所在中国
10家金融资产交易所中排名第二，长
城资产、东方资产、蚂蚁金服、中信信托
都是其股东。截至目前，累计交易额2
万亿，与1000余家金融机构达成合作，
机构客户49万家和480多万的注册投
资者。成立以来历史兑付率达100%。

扫码可加入辽沈晚报财管家理财
俱乐部，了解更多的投资信息。咨询
电话 024-22699275、22699277(总
部)，024- 22699266、22699288（三
经街分部）。

理财产品由金融机构提供并进
行投资管理，辽沈晚报财管家理财俱
乐部仅提供平台服务，不参与投资，
不承担投
风险。

理财
有风险，
投资应谨
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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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负债率家庭应该怎样应对财务缺口？

本报讯 辽沈晚报、聊沈客户端记
者吉向前报道 昨日，沈阳燃气集团发
布消息：9月12日21：00-9月13日5:00，
崇山东路以南到宁山东路、宁山东路以
北到崇山东路、陵园街以西到松花江
街、松花江街以东到陵园街地区停气。

9 月 12 日 21:00 至次日 5:00，奖工
街以东、德工街以西、南七中路以南、南
八中路以北地区停气。

9月13日21:30-9月14日6:00，长

青街5巷14#、长青街36巷8#、长青街
36巷6#地区停气。

9 月 14 日 21：00-9 月 15 日 5:00，
虹桥路 25-3、虹桥路 25-2、虹桥路
25-1、虹桥路25、虹桥路27、云峰北街
2、云峰北街2-1、云峰北街2-2、云峰
北街2-4、云峰北街2-5、云峰北街4、
云峰北街4-2、云峰北街4-1、云峰北
街4-3、云峰北街20、云峰北街10-1、
云峰北街12、云峰北街12-1、云峰北

街14、云峰北街14-1，北二东路22、北
二东路 22-1、北二东路 22-2、北二东
路22-4、北二东路22-3、北二东路22-
5、北二东路24、北二东路24-1、北二东
路 27、北二东路 29、红星美凯龙 2#、
3#，虹桥路 36、虹桥路 36-2、虹桥路
36-3、虹桥路36甲、虹桥路36甲1、虹
桥路36甲2、虹桥路36甲3地区停气。

9月14日21时至9月15日5时，陵
园街以东，崇山东路以南，宁山东以北，

柳条湖街以西地区停气。
9 月 15 日 21:30-9 月 24 日 21:00，

富民街5巷12#、富民街5巷12-1#、长
青街36巷8-2#、长青街36巷8-1#、长
青街36巷6-1#、长青街36巷6-2#、长
青街36巷4-1#、长青街36巷4-2#、长
青街36巷2-1#、长青街36巷2-2##、
长青街22#、长青街28#地区停气。

9月15日21:30-9月14日6:00，富
民街5巷14#、长青街36巷8#、长青街

36巷6#地区停气。
9月17日21时至9月18日5时，边

门街以东，沈康高速及东湖中学以西，
边外路以南，东湖中学以北地区停气。

请注意 沈阳这些地方要停燃气

9月 10日，第十届辽宁省跨
国采购洽谈会在沈阳举行，70余
家海外优质采购商与辽宁省300
多家企业进行业务洽谈对接，助
力辽宁企业打开国际市场。

洽谈会重点推介了辽宁特

色产品、特色产业，涉及机电设
备、化工医药、纺织服装、食品及
农产品、轻工等行业。除现场洽
谈对接活动以外，优质采购商还
对有合作意向的省内企业进行
实地考察及深度对接洽谈。

第十届辽宁省跨国采购洽谈会在沈举行

本报讯 由数学创新网、世界创新
（辽宁）教育科技中心、高中生杂志社、初
中生学习指导编辑部共同主办，辽宁省
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研究会等单位承办
的第八届全国青少年数学创新系列活动

暨首届世界数创系列活动现已启动。
有意申请成为数创大赛团体参赛单

位的各级学校、专业机构可与全国组委
会联络。 联系电话：024-31176655
18842468567 雷老师

第八届全国青少年数学创新系列活动暨
首届世界数创系列活动启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