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 宗延 文图

11月4日，瑞士著
名钟表制造商天梭表宣
布与五支NBA球队建
立合作关系，进一步扩
大了其作为NBA官方
计时的承诺。这五支球
队分别是：芝加哥公牛
队、洛杉矶湖人队、迈阿
密热火队、纽约尼克斯
队和圣安东尼奥马刺
队。

天梭表全球总裁弗
朗索瓦·添宝先生与
NBA球队、联盟高层和
NBA传奇球星一起，正
式宣布建立全新合作伙
伴关系，并揭幕了天梭
全 新 NBA 特 别 款 腕
表。新系列的表款包括
天梭腾智系列专业版太
阳能腕表、天梭 PRC
200腕表和天梭PR100
腕表。为纪念这一重要

时刻，天梭为合作的五支球队分别
设计了一款天梭时捷系列特别版腕
表。每枚腕表都融入了球队的标志
色，表底盖上还带有球队标识，该特
别版腕表将于年底正式面市。

“作为传奇性的瑞士钟表品牌，
天梭表以其产品性能和精准度闻名
于世，这点和将在2015-2016赛季
与我们合作的 NBA 球队不谋而
合。”天梭表全球总裁弗朗索瓦·添
宝表示。“这只是天梭表与NBA开
展合作的第一步，我们很荣幸能够
通过美观的全新计时产品，为联赛
点燃更多激情，并吸引更多粉丝。”

天梭表宣布与五支NBA
球队达成合作关系
并发布NBA特别款腕表

天气转冷，人们对火
锅的热情空前高涨。11
月15日，大商新玛特中
原新城店免费请顾客吃
火锅，而且这个火锅十分
与众不同。直径长达3
米、深 0.7 米，底料加食
材总重近800斤的“超级
大火锅”，光用水就需要
1吨。据悉，锅里的食材
全部出自大商新玛特中
原新城店，不仅有知名品
牌的火锅底料，就连蔬菜
也全是店铺自营“邻家菜
摊”选购的新鲜蔬菜。当
天虽然下着蒙蒙细雨，但
并没有浇灭众多“吃货”
的热情，大家排着队，从
下午1点到 5点陆陆续
续地将这锅满载“硬货”
的“超级大火锅”吃完
了。大商中原新城店还
贴心地派出保卫大哥，他

们统一服装、统一装备，站在出口
处为顾客撑伞。很多顾客表示，这
样的大火锅还是第一次见到，看着
新鲜、吃起来也新鲜，这味道感觉
比平日吃的更有滋味。在这下雨
天里吃口热火锅，真是暖身又暖
心。

大商新玛特中原新城店的负
责人表示，商场自今年2月开业以
来，得到了广大顾客朋友的支持和
喜爱，他们还将推出更多免费营销
的活动来回馈消费者，这次的火锅
节就是其中一项，希望这次热闹的
火锅节能给消费者带来温暖和热
情。

大商新玛特
中原新城店火锅节“收锅”
□记者 宗延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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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7 系列电影中，
邦德所佩戴的手表曾令
无数影迷垂涎。它不仅
是计时工具，还配备有
单发子弹，甚至能射出
绳索来帮助邦德在大楼
间穿梭。自1995年《黄
金眼》起，欧米茄海马腕
表一直是邦德令人艳羡
的装备之一。在《黄金
眼》之后的四部007影
片中，欧米茄腕表伴随
着这位超级特工与对手
展开一场场殊死较量，
并帮助他在紧要关头化
险为夷。

在《007 大破天幕
杀机》中，邦德佩戴的是
欧米茄海马系列海洋宇
宙600米潜水表。在全
新的《007：幽灵党》里，
邦德共佩戴了两款欧米
茄腕表，分别是欧米茄
海马系列Aqua Terra
150米限量版腕表和欧
米茄海马300“幽灵党”
007 限量版腕表，其中
后者将首次以限量版形
式推出市场。此前，欧
米茄只与该电影系列合
作推出纪念版腕表，这
回大众将有机会于腕间
感受到邦德的无穷魅
力。

据悉，海马300“幽
灵党”007 限量版腕表
将 在 全 球 限 量 发 售
7007枚，这个数字代表
的含义不言而喻，腕表
精钢表壳与黑色表盘打
造出简洁光滑的时尚外
观极具吸引力。这款腕
表配备由黑色抛光陶瓷
打造的双向旋转潜水表
圈，以及 Liquidmetal
合金材质的 12小时刻
度，方便在世界上任何
一个国家调整时间显
示，非常适合经常出行
的人士。腕表的其他特
征也十分醒目特别，表
盘上饰有“棒棒糖”型中
央秒针，表带则采用 5
条黑灰纹相间的欧米茄

“邦德”NATO表带，带
夹上刻有“007”标识。
此外，每枚腕表的表背
上均刻有限量编号和
《007：幽灵党》电影标
识，以此庆祝最新上映
的007冒险历程。

11月 14日上午，
郑州曲梁服装城招商
大会在河南郑州新密
市曲梁镇举行。当天，
位于曲梁服装城内的
海宁皮草批发市场也
宣布正式进入试营业
阶段。

海宁皮草是全国
乃至世界最具影响力
的皮草集聚地，郑州曲
梁服装城与海宁皮草
发挥各自优势，强强联
合打造“郑州海宁皮草
批发市场”，实行实物
批发、零售、互联网金
融、电商、物流一体
化。据悉，目前该皮草
市场是郑州市最大的
皮草市场。

郑州曲梁纺织服
装城素有“郑州裤都”
和“中国裤业之乡”之
称，是省政府和郑州市

重点扶持的园区项目。此次招商大
会上，郑州裤都置业有限公司与郑
州银行签订了授信两亿元商户贷款
合作协议，与温州服装商会签订成
立“全国服装电子商务直销中心”战
略合作协议，与广东自贸区横琴昊
远跨境电商产业园签订成立了“郑
州进口商品直销中心”合作协议，这
一系列合作协议的签署，为郑州曲
梁服装城发展成河南规模最大、品
类最全、价格最低的服装类交易中
心奠定了基础。预计2016年开业
的郑州国际进口商品直销中心，让
河南人在家门口就能买到100多个
国家的数十万种商品。

海宁皮草批发市场
落户郑州曲梁服装城
□记者 宗延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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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德再次帅出新高度

我们看007，除了跌宕起伏的剧情，无所不能的邦德先
生，当然还要看永远迷人的邦女郎。1962年至今，诞生了24
部007电影、6任邦德。虽然是有杀人执照的英国特工，但邦
德在戏里并没让女人害怕，反而迷倒了六七十位邦女郎。

要怎样才算是邦女郎？其实，光跟邦德接过吻的女郎，
有外媒统计已多达73位！但仔细想想，这么多位可以大致
分为三种。第一类是金发红唇的花瓶，她们平时负责搔首弄
姿，危险来临时负责花容失色；第二类则是与邦德并肩作战
的“战友”；第三类是能与邦德斗智斗勇的蛇蝎反派。

这次，加盟《007：幽灵党》的邦女郎共有两位。51岁意
大利女神莫妮卡·贝鲁奇笑称当初接到导演邀约时以为自己
要演M夫人。这位007历史上“最老的邦女郎”将在邦德的
生命中充当什么角色，需要走进电影院里一探究竟。而另一

位邦女郎蕾雅·赛杜，相
信很多人都会看着眼
熟，她就是当年在
《碟中谍4》中开场
的 金 发“ 女 杀
手”。当年因为
她 ，让 Prada
Saffiano 杀手
包彻底红遍
全球。这次
在《幽灵党》
之中，她又
背上了一
款 Chloé
经 典
Marcie
系 列 单
肩小包，
搭 配 一
身 纯 白
装 扮 。
不知这
次她是
否还会
因出色
的 演 技
引 发 新
一 轮 的
购 买 热
潮？

欧米茄海马300“幽灵党”007限量版腕表

新一代邦女郎蕾雅·赛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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