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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月前! 王小姐在望海国际买
了一双鞋! 这几天不小心刮伤了鞋面!

她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找到了望海国际
的运营管理中心要求给予处理" 在工
作人员的热情接待下! 问题很快就解
决了" #我本以为这事会很难办! 也
没抱多大希望" 没想到竟然这么快!

十几分钟就搞定了! 尤其态度还这么
好! 大大出乎我的意料啊"$ 王小姐高
兴地说%

作为海南国际旅游岛的商业标杆
企业! 望海国际努力为每一位顾客营
造尊崇& 舒适的购物环境' 内场布局
上! 采用双中庭设计! 明亮大气" 全
场设有 $% 部扶梯! &' 部电梯和 ' 部
观光电梯! 快捷方便" 各层楼面的店
铺布置十分考究! 通道宽敞! 视野开

阔! 光线明亮! 各区域节点及环廊&

通道边放置了大量绿色植物( 外场设
有海南岛面积最大& 清晰度最高的全
彩 ()* 大屏幕! 近千个停车位)*

+光有硬件上的舒适& 便捷还远远不
够! 我们更希望让顾客有宾至如归的
感觉%$ 望海国际的相关负责人向记者
表示! +怎样才能有家的感觉, 那就
要求我们切实做到人性化服务! 全面
提升服务品质%$

销售专家称' +优质的服务在推
销中占据的分量在 +,-以上! 顾客不
再光顾的原因有 +.-是因为现场销售
人员缺乏礼貌! 而不是价格& 品种&

服务设施等方面因素%$ 无疑! 亲切而
专业的服务! 能增加顾客购买的乐趣
与满足感! 更好地促进销售的完成%

正是因为意识到了服务质量的高低将
直接影响商场的声誉! 关系到商场未
来的发展! 望海国际在服务质量的提
升上痛下苦功%

据悉! 从去年十二月起! 望海国
际就开展了一系列规范商场服务标准!

强化员工服务意识的服务质量提升活
动% 成立了服务体系领导小组! 并要
求各部门相应成立监督小组! 细化分
工! 责任到人% 一时间! 商场掀起了
新一轮的服务培训高潮' 编印相关学
习资料! 组织学习企业文化! 在商场
内悬挂服务口号标语! 在员工中开展
+比& 学& 赶& 帮& 超$ 的活动% 力图
提高全员对服务品质重要性的认识!

营造 +微笑服务& 用心服务& 真诚服
务$ 氛围% +为了打造国际旅游岛商

业的极致服务形象! 我们还特别邀请
了空乘人员为员工讲授服务意识和礼
仪%$ 望海国际的培训主管小徐介绍
道%

为了监督落实培训效果! 望海国
际还诚邀部分顾客做为检查小组成员!

对一线服务人员的行为规范& 服务礼
仪& 文明礼貌用语等进行专项检查%

对受到投诉或明查暗访中未重视对客
服务质量的个人和部门予以通报批评
和相应惩处( 对服务意识良好! 表现
优秀的个人和部门! 进行通报表彰%

王丽霞是一名普通的收银员! 因
其优质的服务! 被评为望海国际二月
份 +微笑服务之星$% 谈到服务心得!

她告诉笔者' +其实只要态度认真一
点& 服务热情一点& 多为顾客着想一

点! 多一些微笑! 顾客很容易感受到
我们的诚意%$

家住昌茂花园的刘小姐每周至少
逛望海国际一次! 谈到对望海国际的
感觉! 刘小姐说' +其实我来望海国
际! 有时也不为了买东西! 就是想来
逛逛! 感受感受望海国际的服务% 笑
脸相迎! 热情服务))最难得的是!

就算我试了好几件没买! 服务员也还
是客客气气的! 一点也不会觉得有压
力! 跟在家里一样! 舒服%$

从全力打造的高端服务环境! 到
严格把控的商品质量! 再到正在稳步
提升中的服务质量! 望海国际始终围
绕 +人文购物& 人性服务$ 的服务理
念! 全面推进国际旅游岛商业建设!

打造具有国际水准的购物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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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美
国负责东亚和太平洋安全事务的代理
助理国防部长彼得-拉沃伊/0日说!美
国决定暂停对朝鲜的食品援助%

彼得-拉沃伊当天在美国众议
院军事委员会举行的有关朝鲜半岛
安全的听证会上表示! 美国认为朝
鲜发射卫星的决定表明它缺乏履行
其国际承诺的意愿% 他说'+我们被
迫暂停向朝鲜提供营养援助的相关
行动% $

彼得-拉沃伊在回答美国会议员
提问时表示!美国决定暂停食品援助
是因为美国对朝鲜履行朝美协议的
信心已被削弱!美国并未使用食品援
助作为改变朝鲜政策的手段% 他说!

食品援助是美方希望进行的人道主
义努力!他对暂停援助表示遗憾%

朝美/月/+日宣布! 朝鲜决定在
朝美举行有效会谈期间暂停核试验&

远程导弹试射和宁边铀浓缩活动!并
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对朝鲜暂停铀

浓缩活动实施监督%美国方面则同意
向朝方提供食品! 重申不再敌视朝
鲜!并逐步改善美朝关系%

据朝中社%月&1日报道! 朝鲜将
于'月发射使用自己力量和技术制造
的+光明星%号$实用卫星!以迎接金
日成主席诞辰&..周年% 朝鲜此举引
起各方高度关注! 联合国& 韩国&日
本&美国等呼吁朝鲜重新考虑或停止
这一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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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外交

部发言人洪磊/+日说!维护朝鲜半岛
和东北亚地区和平稳定!防止来之不
易的半岛缓和势头逆转!符合各方共
同利益%

洪磊是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有
关美国决定暂停向朝鲜提供粮食援
助的问题时作出上述表示的%

他说!中方积极评价朝美+/-/+$

共识!支持朝美继续对话!改善关系!

希望各方共同为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作出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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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保守党前任影子内政大臣
戴维-戴维斯近日透露! 美国情报部
门曾有机会实施阿富汗电讯监听计
划!进而获得关于++-&&$袭击的重要
情报并将其阻止%但由于联邦调查局
.234/和中央情报局.54!/发生了分
歧!导致监听行动推迟%戴维认为!这
才是美国政府没能阻止++-&&$发生
的主要原因%

上世纪+.年代!在美国情报机构
的支持下!一名英国贵族和他的英国
生意伙伴同一名阿富汗富商一起投资
建立了阿富汗最大的电信公司% 这名
阿富汗富商据信是美国情报机构的线
人% 公司建立后不久!美国情报机构
便开始着手准备对阿富汗国内的电话
通讯进行监控% 但是234和54!之间对
监控计划产生了某种分歧!由此计划
被迫推迟到 ++-&&$ 袭击发生之后!

/../年才得以正式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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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政府采购部门网站一份投
标文件显示! 政府打算花费多达/1..

万卢布6约合0178万美元9举办招待会!

庆祝弗拉基米尔-普京就任总统%

普京定于 ,月 8日宣誓就职 %

:;<=><?7@AB7C=网站显示!大约"...名
宾客将出席这场盛宴% 宴会佳肴包
括用香槟酱腌制的鲟鱼&煎螃蟹&小
份蔬菜什锦以及可可咖啡! 同时还
提供克里姆林宫专供伏特加酒%

俄新社报道!众所周知!普京喜
爱俄罗斯一种传统的鱼汤以及精肉%

不过!总统发言人维克托-赫列
科夫说!招待会最终菜单还没确定%

他$0日告诉俄新社记者'+菜单还没
得到批准))网站公布的菜名仅是
一些想法% $

俄罗斯反对派批评这一招待会
策划% 反对派人士叶夫根尼娅-基里
科娃说'+鉴于最近经济问题恶化的
报道!这D招待会9似乎尤其荒谬))

将有损普京的名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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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俄新社/#日消息!叙利亚通讯
社报道称!叙利亚空军一名将军/E日
在阿勒颇市附近遭武装分子枪杀%

报道称!叙空军准将赫列伊夫-
阿里-阿卜杜勒拉赫在阿勒颇近郊的
一个村落的清真寺附近被杀% 四人
武装团伙枪杀该名高官后乘车逃匿%

阿卜杜勒拉赫已婚!并育有/个
儿子和&个女儿%

此前媒体曾报道称! 反政府的
+叙利亚自由军$将对叙利亚空军飞
行员采取行动% 该武装力量于/.&&

年秋季成立!目前由叙利亚前空军上
校里亚德-阿萨德担任司令% 兵种和
武装人员数量暂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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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外媒报道! 意大利/E日查扣
了卡扎菲家族&&亿欧元的资产% 这
些资产包括大型公司股份& 土地和
豪车%

意大利税警按照国际刑事法院
的要求查扣这些资产% 报道称!卡扎
菲家族拥有意大利航空航天公司/-

的股份&石油巨头埃尼.7FE-的股份&

汽车制造商菲亚特.7GG-的股份!以
及意甲豪门尤文图斯的股份等% 此
外! 警方还没收了卡扎菲家族在意
大利潘泰莱里亚岛的&F.公顷土地%

此前有报道称!卡扎菲在海外的
资产可能高达&F..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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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国家联盟.阿盟/首脑会议
/+日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揭幕数
分钟后!会场附近发生爆炸!所幸
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伊拉克
内政部官员接受新华社记者电话
采访时说!爆炸发生地点距峰会会
场共和国宫大约一公里!在巴格达
政府机构所在地+绿区$入口附近!

距离大批采访阿盟峰会记者的驻
地曼苏尔宾馆约F..米%

新华社记者在曼苏尔宾馆听
到G声巨大爆炸声!看见浓烟升起%

峰会现场内的与会者和新闻
记者没有听见爆炸声!会议没有受
到影响% 阿内政部官员说!袭击者
在距离现场数十米的住宅内向+绿
区$发射火箭弹!试图袭击峰会会

场!但未能命中目标%

为保证阿盟峰会安全召开!伊
拉克政府出动大约&.万名军警&

/..多辆装甲车和&..多架直升机

负责安保工作%伊拉克全城多数地
区交通管制!对行人也实施严格的
安全检查!以降低恐怖分子利用车
辆和人体携带爆炸物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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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外电报道!沙特阿拉伯石油
部长纳依米/+日表示!沙特将采取
行动以平抑不断上涨的国际原油
价格%

纳依米在英国 0金融时报1发
表专栏文章称!+沙特希望国际油
价能保持在公平合理的水平!避免
全球经济&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和新
兴国家的经济遭到破坏% $

纳依米称!尽管国际市场目前
+总体平稳$!沙特将利用富余产能
填补世界原油供应缺口%

由于美欧等国制裁伊朗石油
出口!国际原油价格已经突破每桶

&/.美元% 美国正在寻求与一些国
家联手释放战略石油储备来干预
市场%

沙特内阁会议&+日决定!将独
自或与其他产油国联手稳定国际
市场原油供应!抑制国际油价过快
上涨% 目前!沙特已将产量提高到
日均&...万桶!这是该国数十年以
来的最高水平!但如有需要!沙特
已经做好准备继续提高产量!直至
达到&/F.万桶的最大产能%

除沙特外! 石油输出国组织
D欧佩克9其他成员国同样采取了增
产措施% 伊拉克正在日均/&.万桶

产量的基础上增产G.万桶%沙特认
为! 科威特和阿联酋也将尽快增
产%而且欧佩克另外一个重要产油
国利比亚的石油出口也将超过去
年/月份的水平% 据利比亚国家石
油公司称!H月份利比亚计划每天
出口&H.万桶石油! 显示利比亚石
油产量极大恢复%

同时!法国政府正与英美方面
接触!讨论为平抑原油价格而动用
战略石油储备的可能性%面对油价
在高位运行的态势!英国方面正在
与美国方面合作!预计数月内动用
一定数量的战略石油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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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英国 0每日邮报1G月/0日报
道!南非普马兰加省埃莫罗镇一名女
子在横穿机场跑道时!不幸被一架着
陆飞机的机翼切成两段%

该女子名叫斯楠格勒-阿苏扎!

现年80岁% 机场发言人卡拉-普林斯
洛说'+这是一起可怕的意外事故% 这
名女子住在附近!她与另外两人一起
穿越机场跑道走捷径去收集树枝% 当
阿苏扎经过跑道时!正好有一架飞机
着陆% 她被这架飞机的左机翼切成两
段!当场死亡% $阿苏扎的家人已经收
到通知!并且确认了她的身份% 警方
称!当地人经常将穿越机场跑道作为
捷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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