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 沙 市 芙 蓉 区 总 工 会

长沙市芙蓉区总工会

关于转发《长沙市总工会办公室关于开展“情

系职工，共办实事”活动的通知》的通知

各基层工会:

为深入推进“我为职工办实事”实践活动，感谢和回馈

对长沙经济社会发展做出积极贡献的广大工会会员，长沙市

总工会联合湖南苏宁易购有限公司于 2021年 12月 26日开

展“情系职工，共办实事”活动。工会组织关系隶属长沙市

总工会的工会会员，按照自愿参与、自愿选购的原则均可报

名参与活动。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1.按照工会组织隶属关系通知所属基层工会积极参加，

各级工会组织要做好宣传工作，确保广大工会会员通过参与

活动得到实惠。

2.报名参加活动的会员按需购买商品，不囤货、不倒卖，

自觉维护工会组织和会员的形象。参加活动当天请携带本人

身份证，如委托他人代购，代购人须携带报名会员的身份证

原件。

3.各基层工会按要求做好报名工作，于 12 月 24 日下午

5时前将报名表(附件 2)发送至 QQ邮箱 26753097@qq.com,



联系电话 84683393.

附件：1.“情系职工，共办实事”活动方案

2.“情系职工，共办实事”活动报名表

长沙市芙蓉区总工会

2021 年 12 月 2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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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情系会员，共办实事”活动方案

一、 活动时间

2021 年 12 月 26 日 8:00-24:00 （当天闭店专场报名参加）。

二、 参与门店

区域 门店 店长 门店具体地址 联系电话

长沙

市区

长沙五一广场店 张军
长沙市芙蓉区黄兴中路18号 五一

广场苏宁易购
17707314144

长沙东塘店 唐江柳
长沙市雨花区劳动西路 523 号 中

天电力大厦苏宁易购
15674992197

长沙麓山店 唐黎明
长沙市岳麓区银盆南路26号 新外

滩商业中心广场苏宁易购
17775813287

长沙万家丽路分店 余里
长沙市万家丽路美联天骄锦绣苑

第 7、8栋 101 号苏宁易购
18684836755

长沙星沙店 林伟
长沙市长沙县市县凉塘路与板仓

路交汇处晶华美地小区苏宁易购
18073602277

长沙湘江世纪城店 陈佩
长沙市开福区湘江北路世纪金源

购物中心 B1 层苏宁易购
18684836728

三、补贴产品及机型、数量、金额

本次家电公益补贴商品品类丰富，覆盖苹果、华为、荣耀、 美

的小天鹅全系、COLMO、海尔卡萨帝全系、海信容声全系、 松下、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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菱、格力、创维、TCL、康佳、索尼、三星、博世、西门子全系、老板、

方太、万和、迅达等国内各大品牌厂家产品。

全场商品均按照出厂价每台至少补贴 300 至 15000 元不等。

部分爆款商品补贴举例：

1、 苹果 13 手机 256G，市场价 6799 元/台，出厂价 6599 元 /

台，补贴券后价 6199 元/台；

2、 美的大 1.5P 直流变频挂机市场价 2499 元/台，出厂价 2199

元/台，补贴券后价 1849 元/台；

3、 创维75 口寸超高清4K防蓝光人工智能电视市场价4999 元

/台，出厂价 4599 元/台，补贴券后价 3899 元/台；

4、 创维 55 口寸防蓝光 OLED 电视市场价 7999 元/台，出厂价

6999 元/台，补贴券后价 5999 元/台；

5、 容声532立升深冷储鲜变频对开门冰箱市场价3299元/ 台，

出厂价 2699 元/台，补贴券后价 2299 元/台；

6、 小天鹅 10 公斤洗衣机+10 公斤热泵干衣机套装市场价

10999 元/套，出厂价 9499 元/套，补贴券后价 7888 元/套；

7、 美的 9 公斤热泵干衣机市场价 3999 元/台，出厂价 3499 元

/台，补贴券后价 2999 元/台；

8、 松下 10 公斤 L 系列高端洗烘一体机市场价 9499 元/台，出

厂价 8499 元/台，补贴券后价 5999 元/台；

9、 凯迪仕智能门锁（包安装）市场价 1499 元/台，出厂价 1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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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台，补贴券后价 799 元/台；

10、西门子 12 套下嵌式洗碗机市场价 7499 元/台，出厂价

6699 元/台，补贴券后价 5999 元/台；

11、方太烟灶套餐市场价 4499 元/台，出厂价 3799 元/台，补

贴券后价 2999 元/台。

四、 补贴权益

湖南省内免费送货上门，苏宁易购免费寄存 12 个月。

五、 补贴人群

全市有需求的工会会员。

六、 补贴方法

每位限购空调柜机 1 台、挂机 3 台、电视 1 台、冰箱 1 台、 洗

衣机 1 台、厨房电器 1 套、手机 1 部。

凭有效身份证明登记，在各单位填写家电需求表，限购 49000 台

（套），以报名先后和系统取数为准（报名时间截止到 12 月 24 日下

午 5 时前将报名表(附件 2)发送至 QQ 邮箱 26753097@qq.com

（报名可以不买，不报名无法进场享受补贴），按照补贴券后价

购买产品。

七、 防疫及安保措施

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防控方 案》

以及公司疫情防控工作实施方案，对进入门店的所有人员发 放并佩戴

口罩，出示健康码，全员测量体温，同时配备安保人员 维护现场秩序，

让进店消费者放心、安心。如因防护不当所产生 的后果由湖南苏宁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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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有限公司承担。

八、 报名方式

以各基层工会为单位填表汇总上报；

九、 服务承诺

如出现因售后服务不到位，配送不及时等问题全部由湖南苏宁易

购有限公司承担。湖南苏宁易购有限公司承诺上述活动补贴 权益真实

有效且报名电话信息仅用于电器配送安装及售后服务。本次优惠购活

动如遇质量、售后等相关问题，职工可拨打 12351 职工服务热线，市

总工会职工服务工作部将第一时间协调处理。

苏宁易购联系人及电话：

黎经理 19108488715 向经理 18508424784(岳麓区）

罗经理 15688213215 邓经理 13332567031（芙蓉区）

杜经理 13203024268 王经理 18684505590（天心区，望城经开区）

许经理 17369287179 李经理 18075920328（雨花区，宁乡市）

叶经理 18757013170 林经理 18390651881（开福区，长沙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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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系职工，共办实事”活动报名表
序号 姓名 身份证号码 职业 电话 送货地址 商品类别 所属区

备注：1、可使用提供的电子表格（excel格式）进行汇总，下载链接：

https://pan.baidu.eom/s/1LpuT7yiIQBYRcnnkmjrBtQ 提取码：i936

2、选购商品类别务必注意填写，便于补贴设置；

3、购物凭身份证（实体卡或电子均可）到店享受补贴。

https://pan.baidu.eom/s/1LpuT7yiIQBYRcnnkmjrBt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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