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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热点问题解答
热线电话自开通以来， 读者电话络

绎不绝， 笔者通过活动组委会帮大家找
到了这些热点问题的答案。

1.问：活动开始和结束的时间？
答：本次活动共计 4 天，从 9 月 2 日

至 9 月 5 日结束， 活动时间是每天 09:
30-19:30。

2.问：本次活动在哪举办？
答：活动在美都昆仑玉城（西宁市南

关街 39号，市政府往东 100米）
3.问：如何到达活动现场？
答：乘车路线：乘 18、32、109路、专线

3路到民主街口站下车即到
4.问：活动售卖的钻石是否保真？
答： 本次活动售卖的钻石全部配备

国际权威钻石鉴定机构—————美国宝石
学院（GIA）或国检权威鉴定证书，另外
直销惠特邀权威珠宝鉴定专家将亲临现
场为大家保驾护航。

5.问：钻戒的戒托都有哪些种类？
答： 展销会上供大家选购的戒托有

两种材质，分别是 PT铂金和 18K金。
6.问：可以刷卡支付吗？
答：支付方式可以付现金，也可刷卡。

今天到美都昆仑玉城
买钻省钱 70%
■“西海都市报钻石直销惠”活动时间推迟顺延至今日开始，组委会增调百枚特价钻以慰消费者。
■ 30分钻戒，省钱 1万多； 50分钻戒，省钱近 2万；买克拉大钻,省一辆车钱。

赶快拨打热线 0971-8239350�地址：美都昆仑玉城

图为其他城市消费者在古丽兰钻石直销会现场抢购钻石的火爆场面

■现场省钱 70%买钻
时间顺延市民热情不减

昨天， 组委会工作人员正在紧张地为
明天开始的“西海都市报钻石直销惠”做最
后的准备。 本次活动组委会李主任介绍，虽
然在活动中间出现了一些小插曲， 但是后
期弥补工作已完成，所有 5000 件高品级钻
戒和 500 多颗高品质克拉钻，也已经运抵西
宁，只等今天 09：30 正式开始。据笔者了解，
从昨天活动公布以来， 接到很多消费者打
来的电话，都是询问买钻戒的。 家住城北区
的张小姐计划买一款半克拉钻做婚戒，市
场 2 万多甚至 3 万的价格，让她和男友迟迟
不敢出手。 她说，听说这次半克拉钻戒才 8
千多，一定去“抢”一件。

“没想到电话这么多， 更没想到有这
么多消费者想买钻戒。 ”组委会李主任说。
这足以说明， 一方面是西宁市本地消费者
的购钻需求大，另一方面市场钻戒价格高，
抑制了消费者购钻需求。 来电消费者中，很
多人咨询这次展出钻石的具体情况， 笔者
今天为读者一一揭秘。

■ 30 分钻戒
现在不到 4000 元，省钱 1万多

据调查，年轻人追赶时尚，购买钻戒扮
靓自己，提升个人品位已成趋势，30 分钻戒
是年轻人的首选和最爱。 因为这个分量的
钻戒，很适合日常佩戴，以后想换个更大的
也很方便。 笔者昨天从组委会获悉，钻石直
销惠专门为准新人们准备了上千款 30 分钻
戒，以最大限度地满足年轻人的时尚需求。
这次准备的 30 分钻戒，不仅有六爪、四爪、
雪花等经典款式，还有国际精工款式，笔者
调查发现，目前 I-J 色的钻戒，大部分要卖
到 1.2 万元以上。 这次“西海都市报钻石直
销惠”只需 3999 元，是西宁钻戒市场上从未
有过的低价。

组委会李主任介绍，年轻人踏入社会
不久， 有提升个人品位的美好愿望和迫切
需求。 30 分钻戒动辄过万，让很多刚参加工
作不久的年轻人无法承受。 这次组委会特
别拿出性价比极高的 30 分钻戒，以只有市
场 1/3 的价格来回报读者，预计很多年轻人
都会到场抢购。

■半克拉钻戒
不到 9000 元，省钱近两万

一枚光芒璀璨的半克拉钻戒，让女性
成为别人眼中的焦点。 女性只要戴上一款
半克拉钻戒，高贵气质立即彰显无遗。 笔者
走访了解到，本周的“西海都市报钻石直销
惠”，专门准备了 500 款半克拉钻戒。 这次
所展售的半克拉钻戒里， 既有颜色达到最
高品级 D 色的顶级品质钻戒， 也有适宜日
常佩戴品质的高性价比半克拉钻石， 并且
所展售半克拉钻戒， 价格全部低于市场价
一半以上。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为满足多数消费者
需求，特别推出了一批夺目的 I-J 色，净度为
SI 的高性价比半克拉钻戒。 笔者走访了解
到，这个级别的半克拉钻戒，市场卖到了近
两万元，而到活动现场选购，只需 8999 元。

截至目前，咨询此品级半克拉钻的消费
者尤其多。 “我才从香港回来，钻石很便宜，
当时犹豫了下没有买，这次钻石直销惠竟然
不到 9000 就能买个半克拉钻戒， 比香港的
价格还要低。。 ”企业白领郭小姐高兴地说。

■克拉大钻
买颗克拉钻?��省一辆车钱

克拉钻被称为“钻石之王”，不仅彰显
高贵身份 ， 更因其全球稀缺性 ， 年均以
10%-15%的速度持续升值。不过，近年来，
由于西宁克拉钻价格居高不下，很多人转
到上海、香港等地去买克拉钻戒。 这次“西
海都市报钻石直销惠”特别筹备了 500 多
颗高品级克拉大钻。 这些克拉大钻全部配
备国际权威钻石鉴定机构———美国宝石
学院 （GIA）或国检权威鉴定证书 ，以确保
最好品质。

笔者走访了解到， 这次展售的克拉钻，
市价 6 万元的克拉钻，在钻石直销惠上购钻
最低仅需 29999 元。市价 20 万元的克拉钻，
现场仅需 10 万元， 足足省下一辆车钱。 组
委会介绍， 这次克拉钻的价格实际上比上
海、香港等地还低，许多成功人士在家门口
就可圆拥有高品级克拉钻的梦想。 由于这
次活动力度空前，是西宁珠宝历史上一次前
所未有的惠民活动，预计会有上千人到场抢
购钻戒。

致 歉
尊敬的广大青海西宁消费者朋友们，非常抱歉，由

于“钻石直销惠”组委会筹备工作准备不足，在货品由
厂家运往西宁的途中耽搁了 2 天时间，导致钻石直销惠
活动时间顺延至 9 月 2 日开始， 由此给您带来的不便，
在此钻石直销惠组委会向您表示深深的歉意！ 希望您
能够理解。

为表诚意， 组委会特从古丽兰钻石总部紧急增调
100 枚特价钻戒 （30 分 3999 元、50 分 8999 元、1 克拉
29999 元）带给西宁消费者，让更多的西宁市民能够体
验到本次直销惠真正工厂价购钻的实惠。

截止昨天下午， 组委会已将全部的 5000 颗高品质
钻戒及 500 颗高性价比裸钻全部运抵西宁市，今日活动
地点更改为位于西宁市南关街 39 号的美都昆仑玉城。
活动日期推迟至 9 月 2 日至 9 月 5 日。希望广大消费者
能够一如既往的支持本次惠民购钻活动，今日即可赶早
前往美都昆仑玉城，到西海都市报钻石直销惠现场挑选
称心如意的钻饰产品。

———钻石直销惠 李主任

据组委会介绍，“西海都市报钻石直销惠”今天
开始，无疑极大地激发了广大消费者的买钻热情。组
委会还特地邀请到权威专家亲临现场， 专门为前来
活动现场买钻的消费者答疑解惑，免费鉴定检测，保
驾护航。消费者买钻戒时如有疑惑，可现场向专家咨
询，吃一颗“定心丸”。

权威专家助阵
为消费者保驾护航

活动地点：美都昆仑玉城（西宁市南
关街 39号，市政府往东 100米）
热线电话:0971-�823935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