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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将迎来年前购买家电的最佳时
机! 近日"笔者从国美电器了解到"

"$

月
%

日"国美将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为期
&&

天的
# 国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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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年辉煌庆典$活动% 届时"国美
集团将联合海尔 &西门子 &樱花 &华帝 &九
阳& 苏泊尔等全球数百知名厂家启动强大
的促销活动普惠消费者!

据悉 "此次
$'

周年庆典中 "打头炮的
是各种生活小家电"制热类&加湿类&厨卫
产品等"全面放价&不限量供应"部分制热
小家电不足

()

元"多个品类产品达到市场
最低价"以充分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上周
就想买电暖器&加湿器"听说国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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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年
庆"就等到这周一起买! $市民李女士兴奋
地对笔者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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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一向是生活家电的旺销季" 国美针对
这一消费需求将低价供应畅销商品! 活动期间"

微波炉全面让利"

$**

元微波炉不限量供应"凡
购
())

元微波炉产品即加送赠品! 同时"电饭煲
跌破

+)

元&电水壶不足
()

元&碳钢
&,

件套炊具降
到
,))

元! 消费者购买电饭煲&电压力锅类商品"

更有超值礼品相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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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消费者对取暖设备需求骤增"同时由
于室内空气过于干燥" 加湿器也成为时下的热
销商品! 在此次周年庆中"国美联合众多知名厂

家开展以' 温暖&健康$为主题的促销活动! 其中
海尔&艾美特&先锋&联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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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电暖器新品抢
先登陆国美各大卖场! 同时"国美独家定制包销
产品也将突破价格底线" 且所有低价产品将不
限量供应!

据介绍"备受消费者期待的亚都加湿器' 青
花瓷$产品将在国美独家上市"价格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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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取暖类如小太阳产品全市场最低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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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油

汀跌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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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

片油汀降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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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专家分析"这
或将掀起年前家电市场的新一轮购买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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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悉" 在
,'

周年庆典之际" 国美还联合九
阳&苏泊尔&利仁&美的&飞利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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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菱等知
名品牌推出' 品质生活从食品加工机开始$活
动! 如豆浆机以' 温暖系列$&' 营养王系列$&' 不

锈钢系列$&' 水果芳香系列$为主打系列"届时
豆浆机价格跌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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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凡购买单品
%**

元以上
全部有礼品相赠! 电饼铛也将创最低价格"

&%*

元
.&/*

元创全城最低价! 凡购买
#**

元以上商
品"全部直降

&))

元或赠送等值礼品!

同时"为打造' 营养&美味&健康$的概念"远离
无火世界"国美也启动了电磁炉' 营养有我"美味
由你"无火的健康$活动"九阳&苏泊尔&海尔&富士
宝&奔腾&

0-1

&美的&东菱&双喜品牌等全线特价"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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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版触摸跌破
$))

元"同时有加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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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年庆是国美对消费者全方位的回馈"

在消费者关注的饮水机和美健商品方面" 国美
也联合厂商全力低价销售! 饮水机全面让利"立
式温热机跌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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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立式电子制冷机降至
$))

元! 在美健商品方面"红心品牌挂烫机跌破市场
低价

"**

元&足浴盆跌破市场低价
"**

元!同时"消
费者购买任意美健产品均有好礼相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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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美作为中国最大的家电零售商" 成为众
多主流家电厂商展开战略合作的首选伙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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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3

月
"

日"国美集团与海尔集团签署了一份三年
实现

())

亿销售规模的战略合作协议"海尔通过
国美卖场将优势资源倾斜给消费者! 此次"借助
$'

周年庆"国美联合海尔推出' 海尔生活家电买
就赠$的大型惠民活动!

据悉"活动期间"消费者购买海尔生活家电
均可获赠相应的礼品"包括微波炉&吸尘器&压
力锅&电饭煲&电磁炉&微波炉等在内的全线生
活小家电均有不同程度的优惠幅度" 最大化地
满足了消费需求!

国美$'周年庆典
生活家电现年前最低价

为啥法院只支持女方退还彩礼
而没有支持退还男方第一次支付的
/))

元钱呢(

河南华浩律师事务所律师李华
阳说" 虽然孙家柱支付了

/))

元钱"

但这笔钱是在双方关系未确定时"

其自愿支付的"不属于彩礼%

按照赠与合同关系"单方赠与"另
一方接受"就形成' 协议$"法院判决该
部分不退还"大概是出于这方面考虑%

什么情况下女方应退还彩礼
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适用中

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
题的解释二*第十条的规定"

退还彩礼的条件是+一&双方
未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二&

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但确
未共同生活的,三&婚前给付
并导致给付人生活困难的%

其中" 适用第二项和第
三项的" 应当以双方离婚为
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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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密一老汉来郑州看病"

路遇骗局"看病钱被抢% 老人哭哭啼
啼坐上公交车后被女车长发现并了
解了其遭遇% 之后"公交车行驶到事
发地点时"恰好碰见嫌犯"女车长停
车帮老汉要回了看病钱%

昨日上午"

$"(

路公交车车长孙
小芝驾驶公交车行驶到郑州市西环
路与淮河路交叉口时" 上来一位约
/)

岁的老先生% 孙小芝回忆"# 老先
生上车时哭哭啼啼"非常可怜"我就
问老先生是怎么回事$%

老先生说"他是新密人"来郑州
看病% 上午

+

时左右"他在郑州市嵩
山路黄岗寺站下车时"发现两名男子
正在路边数钱% 两名男子称他们捡
了些钱"正在分"让他做个见证"也给
他分一点"边说边让老先生把兜里的
钱拿出来对对号% 谁知老先生刚把
钱拿出来"男子抢了钱就跑"没等老
先生反应过来就没了影%

当天上午
")

时左右"孙小芝驾车
行驶到郑州市嵩山路黄岗寺站牌处
时"乘客上车后正要起步"老人突然
指着路前方的一个男青年说+# 就是
他抢了我的钱% $

孙小芝立即开门让老人下车
并号召乘客去帮忙 " 结果没人响
应% 无奈"孙小芝将车停好"自己下
车去帮忙%

# 快把钱还给人家 " 不然报警
了% $孙小芝下车后喊了起来"男子赶
紧从兜里掏出一卷钱还给老人%在老
人数钱的时候"一辆白色面包车开了
过来"男子跳上面包车逃跑了%

快结婚了"新郎小孙有点晕+

一说拍婚纱照 新娘就要闪
原来新娘心中还有别个# 他$ 小孙要分手"告上法院讨彩礼

又是捡了钱
见面分一半的骗术

临结婚了"新娘却不愿拍婚纱照"新郎
孙家柱起了疑心%多方打听后"他得知新娘
陈菲菲其实还在与另一个男孩交往" 孙家
柱当即提出分手"并要求返还彩礼%陈菲菲
同意分手"但两人在彩礼问题上起了分歧%

于是"孙家柱将陈菲菲告上了法庭%昨
日"新郑市人民法院受理了这起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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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家柱家住新郑市" 现年
$%

岁%

今年
/

月中旬" 他经人介绍认识了
$)

岁的女孩陈菲菲%

初次见面"孙家柱就被有着靓丽
外表的陈菲菲吸引了%孙家柱当场拿
出
/))

元钱给了陈菲菲"让她零花%三
天后"在媒人的见证下"俩人正式确
定了恋爱关系% 随后"俩人的感情迅
速升温"没多久就住在了一起%

今年
+

月份"双方家长见了面% 按
照习俗"孙家应陈家要求送来了彩礼"

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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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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斤棉花%双方商定"

今年农历九月初九举行结婚仪式%

婚事定下后"孙家柱对陈菲菲提
到拍婚纱照"可是"陈菲菲对此似乎
看得很淡"# 过几天再说吧$%

眼看婚期一天天临近"孙家柱几
次提到拍摄婚纱照" 陈菲菲就是
不同意"# 不用拍了"浪费钱$%

陈菲菲异常的举动让孙家
柱产生了疑心%孙家柱表示"如
果不拍婚纱照"就取消婚约%没
想到"陈菲菲表示"宁愿取消婚
约"也不拍婚纱照%

俩人彻底谈崩了% 孙家柱
打听后得知"在俩人交往期间"

陈菲菲还与另外一个男孩在交
往" 这才是其不愿意拍婚纱照
的真正原因%

孙家柱当即提出分手"陈
菲菲表示同意%但提及彩礼时"

双方的意见起了分歧%

孙家柱说"造成分手的
原因在女方"所以"女方应
返还所有的彩礼"以及俩人
初次见面时"孙家柱给陈菲
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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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钱%

但陈菲菲家人不同意"# 俺
闺女都跟你住一起了" 彩礼不

可能退$% 于是"孙家
柱将陈菲菲告上了

法庭%

昨日"新郑市人民法院一
审宣判"责令女方在十日内退
还
//))

元钱&

()

斤棉花" 但双
方第一次见面时孙家柱给陈
菲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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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钱"是自愿赠与"

不用退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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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交车长一声吼
追回老汉看病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