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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

12月 26日， 在长沙芙蓉

华天大酒店，由全国妇联妇女

基金会主办的“奥丽侬·郁金

香行动”惊艳启动！ 这场公益

活动吸引了全国三十多家 A

类商场领导、 近千名政府领

导、社会名流的关注和参与。

活动上， 一副巨型裸照

海报惊艳亮相！ 新版 《红楼

梦》 最红的四大新星：“黛

玉” 蒋梦婕、“宝玉” 杨洋、

“妙玉” 高洋及“柳湘莲” 徐

海乔，首次突破尺度、大胆义

裸出镜，为“奥丽侬·郁金香

行动” 拍摄了一组公益大片

助阵！

四位《红楼梦》新星将当

选为“奥丽侬·郁金香爱心大

使”， 呼吁全社会关爱女性，

关注乳癌。 发布会上，蒋梦婕

动情地说到：“其实这

一年来，我一直希望能

为乳腺疾病患者做一

些事情，因为，我的偶

像、87 版红楼梦的黛玉

扮演者陈晓旭老师的

逝世给了我很深的震

撼。 所以，当我接到主

办方的邀请，我二话不

说地答应了，能为广大

的女性做一些事情，我

觉得很光荣。 ”

据悉，“奥丽侬·郁

金香行动”是全国妇联

2011 年的重点公益工程，由

全国妇联、中国妇基会、奥丽

侬内衣有限公司携手成立的

“奥丽侬·郁金香基金” 发起，

以关爱女性健康、防治乳腺疾

病为宗旨，开展各类乳房健康

的科普教育宣传活动，以及在

全国范围内开展“母亲健康快

车”公益活动，为妇女进行义

诊和提供帮助，提醒女性早检

查、早预防。

中国妇基会副秘书长朱

锡生表示，此次“奥

丽侬·郁金香行动”

是一场“星光熠熠”

的公益活动， 希望

在社会各界的支持

下， 能在全国掀起

一阵关注女性健康

的热潮。

经过一系列的

营销活动， 奥丽侬

“健康内衣专家”的

品牌定位和公益企

业的形象深入民

心。 在被誉为“中国

内衣时尚领域的‘奥斯卡’”、

代表中国内衣行业的最高荣

誉的“金凤凰奖”评选中，奥

丽侬一举夺得金凤凰“最受

消费者欢迎品牌”，成为国内

最耀眼内衣品牌。

万家乐温馨提示

热水器过冬安全法则

冬天是热水器使用的高

峰期， 为确保广大用户正常

地使用热水器， 防止发生意

外事故， 万家乐特发温馨提

示， 提醒消费者细心检查热

水器注意事项， 快乐无忧地

度过祥和冬季。

燃气热水器过冬“四

法则”

一防 CO 中毒： 燃气热

水器必须安装在浴室外，必

须安装排烟管。 确保烟气畅

通排出户外。 使用人工煤气

的须定期（每 3个月或半年）

委托专业人员清理燃烧器。

二防燃气泄漏： 经常用肥皂

水检查各燃气接头、 输送燃

气的管道或胶管是否漏气；

如发现胶管裂纹， 立即进行

更换。 如发生燃气泄漏，立即

关闭燃气阀门， 打开门窗通

风，禁用电话、电器。 使用液

化石油气的用户， 严禁倒置

或侧放气瓶。 及时更换超过

使用年限的产品。 三防漏电：

供电电源必须具备可靠的地

线，并定期（每周）检查以保

证漏电保护开关正常工作。

四防水箱冻裂： 北方地区的

燃气热水器必须安装防冻阀

门或者防倒风装置； 当户外

气温低于 0℃时，按照使用说

明书要求或者机身防冻警示

贴要求进行防冻操作。

电热水器安全用电

“三注意”

一、 供电电源必须具备

可靠的地线。 二、必须使用固

定三孔插座， 并安装在淋浴

水无法喷溅到的位置。 三、定

期（每周）检查机身电源线上

的漏电保护开关， 禁止使用

带开关的插座， 以保持漏电

保护插头正常工作。

体育品牌决战亚运

361°取得完胜

随着广州亚运会落下帷

幕， 各大品牌的亚运营销战

也逐渐进入尾声 。 其中，

361°作为中国第一家赞助

国际大型综合体育盛会的运

动品牌， 首次出征亚运便取

得丰硕战果， 成为了亚运舞

台上最耀眼的明星。

据权威数据显示， 亚运

期间，361°的用户关注度和

媒 体 关 注 度 分 别 上 涨 了

115%、100%，极大的提升了品

牌知名度及美誉度。

优异成绩的背后 ，是

361°在成为广州 2010 年亚

运会高级合作伙伴、 亚奥理

事会全球官方赞助商后长达

2 年多的厉兵秣马、 精心布

局。

亚运前期，361°通过签

约广州亚运新闻发布会、亚

运品牌战略发布会、 亚运

TVC、亚运装备设计、官方制

服发布、 火炬传递展示等方

式， 向社会大众充分展示了

361°的品牌魅力、 研发实

力，实现了 361°在全中国的

超级深度传播。

除此之外，361°还通过

“亚洲之路” 海路活动、陆路

活动等， 将品牌影响力扩大

到了亚洲各国， 品牌美誉度

得到了进一步提升。

通过各个层面、 各个方

位的迅速出击，361°拉近了

与消费者的距离， 丰富了品

牌文化， 提高了品牌的知名

度， 突显了亚运会高级合作

伙伴的官方身份， 并赢得了

亚洲各国人民的信任， 为其

未来进军亚洲市场打下了坚

实基础。

随着广州亚运拉开帷

幕 ，361°亚运装备悉数亮

相， 成为了亚运舞台上出镜

最多的“超级大腕” 。 在此阶

段，361°紧跟比赛节奏，建

立了以赞助队伍为核心的营

销战略。

在本届亚运会上，361°

为中国国家自行车队等六支

中国国家代表队打造了专业

的比赛装备， 并助力他们取

得了优异的成绩。 通过运动

员们的全面展示，361°获得

了极高的品牌曝光率， 强化

了专业体育形象， 赢得了运

动员、消费者的信赖。

除此之外，361°还为朝

鲜、 菲律宾等亚洲九国提供

了亚运领奖装备。 随着运动

员们在亚运领奖台上的一次

次亮相，361°得到了数以亿

计的品牌曝光， 向亚洲各国

人民传达了专业、 友好的品

牌印象， 为其打开国际市场

赢得了通行证。

在此阶段，361°的企业

综合实力得到了全面展现，

专业运动品牌形象得到了深

度强化，品牌知名度、品牌美

誉度、 行业地位等均在全亚

洲实现了巨大提升。

亚运落幕之后，361°的

体育营销之路还在继续。 近

日，361°对外发布了 “亚洲

新动力” 战略，计划将再次携

手亚奥理事会， 成为未来五

年亚洲顶级体育赛事的合作

伙伴。

通过亚运前期的广泛宣

传、亚运期间的深度传播、亚

运后期持续发力，361°在赢

得亚运营销胜利的同时，正

以更加自信、积极、成熟的形

象迎接世界的挑战。 未来的

361°，必将在国际舞台上叱

咤风云， 成为推动中国乃至

亚洲体育事业全面发展重要

助力。

新年又掀家电

消费热潮 方太“高效静吸”很给力

元旦将至， 家电市场又

将掀起新一轮的消费热潮。

“节能” 、“减排” 和“健康”

成为家电技术创新和消费者

关注的焦点，市场上主打“健

康” 、“环保” 的家电产品层

出不穷，然而，在众多被关注

的生活角落中， 人们却并不

太重视厨房。

警惕厨房健康 大风

量不一定给力

据专家介绍， 厨房油烟

含有 20 多万种有害物质，不

仅会致癌，对肠道、大脑神经

等也有很大的危害， 已成为

威胁人体健康的隐形杀手。

很多的消费者都认为买

一台油烟机就解决了问题，

其实不然， 如果买到一台噪

音大的油烟机， 可能暂时解

决了油烟的危害， 实际则

多了一个隐形的病源，人

如果长期在噪音比较大的

厨房， 会导致一系列慢性

疾病。

因此， 趁元旦期间促

销， 选择一台健康给力的

吸油烟机， 为家人创造一个

清洁卫生且环保的烹饪环

境， 成为众多消费者亟待解

决的问题。

风量是很多消费者选择

吸油烟机使用性能的重要参

照指标， 因此很多厂家在宣

传中强调大风量，其实不然，

根据普通住宅的公共烟道设

计标准，15m3/分是烟道的最

佳排烟量， 如果超过这个烟

排量，风量再大也不给力。

高效静吸才给力

其实方太推出的高效静

吸系列就能很给力的解决困

扰消费者面临的风量和静音

不可兼得的问题。 在方太的

主持下，“十一五” 国家科技

支撑计划的 “厨房卫生间污

染控制与环境功能改善技术

研究” 项目共研究制定了 13

项国家行业标准， 并取得了

15 项典型成果， 高效静吸就

是成果之一。

所谓“高效静吸” ，就是

通过“静流弧双劲风机” 、最

深集烟腔设计、 高效净畅

网，以及降噪“变 R 蜗舌”

等四项核心技术， 在将油

烟机风量锁定在可以充分

发 挥 吸 油 烟 作 用 的

15m3/min 的同时，将噪音

从我国相关标准规定的产

品噪音不得大于 70分贝降至

行业最低的 48 分贝，真正实

现高效排油烟基础上的静音

升级。

据了解， 方太将每年 5%

的销售收入投入研发， 现已

建成全球最大的 6000平米的

厨电实验室， 并拥有行业内

唯一的国家级技术中心。 正

是由于对技术创新的长期投

入，才为方太攻克“兼顾高效

静吸” 这一行业难题夯实了

基础。

“创新之旅”助力，东风日产品牌形象显著提升

361°总裁丁伍号传递亚运火炬

2010 年 “东风日产·创

新之旅” 科技探密营活动在

广州完美收官， 全年四站活

动参与人数超过 2000 人次，

得到了媒体及广大消费者的

热情参与和高度认可。“创新

之旅” 活动通过创新性的体

验方式让消费者全面了解东

风日产的创新技术、 产品优

势及企业文化， 快速提升了

东风日产品牌形象。

东风日产市场部部长叶

磊表示， 销量目标的达成并

非衡量企业成功唯一标准，

在斩获高销量的同时， 注重

品牌建设、提升品牌认知，品

牌理念得到认同， 或许才是

企业长远发展的后劲所在。

销量、品牌 实现双赢

与那些依靠新车拉动销

量的增长方式相比， 东风日

产已经成功转型为体系竞争

力和综合营销能力制胜的年

轻车企。 2010 年度“厚基勃

发”品牌战略的统领，“人 车

生活”品牌理念的持续深入，

让东风日产成为风头最劲的

行业领袖。

东风日产的创新营销闻

名业界， 在为东风日产迅速

积累品牌人气的同时， 也为

整个汽车营销界增添了亮丽

的色彩。“东风日产·创新之

旅” 科技探密营活动是典型

代表之一， 无论从规模、形

式、 内容还是取得的效果上

都堪称业内经典案例。

东风日产科技探密营是

用一天的时间尽情体验东风

日产的先进技术，是一场“技

术日产 人 车 生活”理念的

嘉年华式演绎。 活动共计四

站，每一站活动持续 3 天，共

分五大体验区域，包括“核心

技术解密区”、“先进技术、安

全互动体验区”、“三大主题

试驾区”、“特技表演区”及

“人车互动区”。

活动通过日产核心技术

解密课堂、NTSDF360°体验

中心、NISSAN� GT-R 试乘

试驾、SUV 道具体验、机器人

表演、 节油试驾等一系列互

动体验活动， 带给消费者难

得一见的全方位、人性化、创

新科技综合互动体验， 让消

费者零距离体验日产领先科

技， 品味了东风日产品牌的

人文关怀。

据统计，2010“东风日

产·创新之旅”科技探密营四

站活动中， 参与者超过 2000

人次，其中，对活动表示高度

认可及满意的消费者比例高

达 100%。其中包括媒体、车主

及潜在用户， 通过生动有趣

的讲解、 现场表演展示和互

动体验， 强化了东风日产品

牌认知，形成有效口碑传播。

调查显示， 在已举办探

密营活动的地区，超过 80%的

意向客户均表示近期将考虑

购买东风日产车型，超过 50%

的保有客户纷纷表示会增购

东风日产车型。 2010 年科技

探密营活动不仅以注重体验

感的活动设计给消费者留下

了深刻的印象， 更有效提升

了东风日产品牌形象。

创新 - 企业发展的源

泉和动力

东风日产不再唯销量是

图， 而是希望在严密的销售

网络基础上， 通过创新活动

更好的传达品牌的内涵和产

品品质， 展现了企业技术实

力及领先地位， 在与消费者

接触、沟通、传播品牌优势等

方面为业界树立了标杆。

“东风日产·创新之旅”科

技探密营活动为消费者提供

了一个内容充实、 形式更多

样的企业品牌和汽车文化体

验平台， 通过体验式传播活

动让消费者全方位、 多角度

体验东风日产创新科技为他

们带来的心动生活，同时，以

真实场景再现和实物体验的

形式， 教给人们安全驾驶和

险境逃生的技巧， 让消费者

真正受益。

业内人士认为， 与其他

车企的试乘试驾体验方式相

比，“东风日产·创新之旅”科

技探密营活动的特别之处在

于其创新性， 无论从形式还

是内容上， 都深受消费者认

可， 活动主要是通过与到场

消费者的接触沟通和深度互

动， 强化了自身产品的技术

优势， 而最终体现到终端销

售方面， 则是订单的迅速增

长。

不难发现以往单纯追求

销量的做法已经过时，越来越

多成功的汽车企业，在完成销

量目标的同时，把眼光放在塑

造企业形象、 维护品牌理念、

打造汽车文化等层面上，从而

最终带动企业整体形象和品

牌价值提升的目的。

“东风日产·创新之旅”

科技探密营只是东风日产提

升品牌、 提高品牌关注度的

一小步， 吸引大家关注的已

不再是活动的创新形式、活

动规模， 更重要的是它折射

出企业发展坚实步伐。

盼盼食品感恩大礼包点燃新春“礼炮”

眼看今年元旦进入倒计

时了。 近日，笔者走访城区各

大超市发现， 很多企业都学

会了“以礼待人” ，在大礼包

里不仅将自己的口碑产品打

包奉上， 更在产品搭配上下

足功夫， 受到了消费者的青

睐。

今年的春节比去年的还

要早， 这让各大超市都积极

地备好了年货， 并把年货区

设在了最显眼的位置， 盼盼

大礼包、徐福记的糖果、新疆

特色干果早已上架， 产品琳

琅满目，应有尽有。 而宽敞、

显眼的年货区， 精心包装的

大礼包先声夺人占据了好几

个架子， 但还是不断地出现

缺口， 忙得一旁的工作人员

不停地补货。

营业员告诉笔者， 因为

大礼包有档次又好看， 往年

都卖得很火， 所以今年超市

早早预备了充足的货源。 像

盼盼大礼包， 里面包括了法

式小面包、软面包、铜锣烧、

蛋黄派、麦香系列产品、艾比

利薯片等众多明星产品，很

受欢迎。

不过， 今年盼盼大礼包

的团购潮更加引人注目。“大

礼包的热销除了产品经典这

一因素外， 我们考虑与盼盼

一直倡导的‘感恩’精神也有

很大关系。 因为新年送礼本

身就是用礼品表达感恩之

情， 而这和盼盼食品一直以

来‘大爱行天下’的企业理念

不谋而合。 ”盼盼食品营销中

心负责人表示， 大礼包将感

恩之情从盼盼传递到消费

者，再传递到更多人身上，让

它有了与众不同的“人情味

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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