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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好月圆”冠军
联盟家居文化节

9 月 3 日，冠军联盟“家好月圆”家
居文化节在马会家居隆重启动， 东鹏、
欧派、大自然、万和、雷士等品牌的负责
人齐聚启动仪式。

在启动仪式举行的《锵锵九人论家
居》环节，窦文涛、著名设计师温少安、
营销专家段传敏会同各品牌领导人畅
谈家居文化。论坛中，大家一致认为，和
谐、幸福的现代家居环境要注重文化的
渲染，通过合理的选材去实现。同时，与
会者认为，家居一站式服务是大众的迫
切需求，值得实践和推广。

据了解，此次家居文化节以“家居
影响生活”为主题，通过论坛、团购等多
种形式，使消费者在畅享“家居文化”盛
宴的同时，通过让利促销，让其获得实
实在在的优惠。

有业内人士表示，冠军联盟此次投
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举办家居文化节，
志在把冠军联盟“家居文化节”打造成
行业第一品牌活动。 据悉，2011 年“十
二五” 规划启动，“让人民生活得更幸
福”的社会主旨在家居业掀起了“幸福”
风暴，“家居文化”将通过家居装饰影响
到家居生活的幸福指数。

“家好月圆”冠军联盟家居文化节
以“家居改变生活”、“家居文化的趋势”
为主线，围绕家居、文化、生活展开，通
过增进消费者对家居文化的了解和认
识， 建设和享受幸福和睦的家庭生活。
随着家居行业的发展和消费观的多元
化，消费者选择的标准开始由价格向文
化和生活方式转变。

冠军联盟秘书长万正昱表示，家居
装修是一件人生大事，直接影响到家庭
成员的生活质量，联盟品牌巨资打造此
次家居文化节，旨在倡导科学地选择家
居产品，让消费者在使用家居产品时更
精准，获得增值感。 (苏震)

盛大启动

TCL掀三十周年
庆典风暴

亿万豪礼大放送
全球著名彩电企业 TCL 震撼启动

“王牌荣耀，三十而礼” 30 周年大型庆
典钜惠活动，以全球同步上市的四大系
列超级智能云电视、八大系列全高清逐
行 3D 产品，加上史无前例的亿万豪礼
大放送， 提前全面引爆 2011 国庆促销
大战。

据介绍，领衔本次活动的四大系列
超级智能云电视， 以 TCL 三十周年珍
藏版云.逸 Z11 为代表，是全面采用云
计算和云存储技术的新一代智能电视，
包括云 .逸 Z11、云 .博 V8200、云 .卓
V7300、云.尚 E5300等四大系列。

活动期间选购云电视除享受活动
钜惠价之外， 预交定金即可获得电饭
煲、中国男篮限量版签名篮球等；同时
还有云逸大礼包、低音炮、无线光鼠等
价值 3000元的多层豪礼相送。

为推动 3D电视大普及，TCL 还特
别针对 P6100 和 E5200 特定尺寸给出
了惊爆抢购价。 其中，55P6100 首次突
破 8000 元 大 关 、46E5200-3D 惊 爆
5990�元超低价。

中国人陷头皮危机

头皮健康管理
迫在眉睫

国人头皮告急！ 8成都市人正被头
油、头痒、头屑多等问题困扰。 压力族、
加班族、夜店族、美食族等四类人群尤
其成头皮问题” 重灾区” ！ 专家呼吁：
解救中国人头皮危机， 头皮健康管理
刻不容缓！

笔者走访了各大商超， 发现目前
市场上提出系统进行头皮调养的产品
凤毛麟角。 值得关注的是，有着百年中
药老字号之称的云南白药， 最近推出
了专注头皮护理的产品———头皮健康
管理专家养元青， 其以中药组方调养
头皮， 刚一面市便获得了广大消费者
的青睐，在北京、上海、昆明等地试销
大获成功。

9 月 16 日， 在新学年来临之际， 东风日产
“阳光关爱·助教未来” 山西站活动在晋中市来
远镇盘陀小学举行，东风日产阳光关爱基金会代
表、盘陀小学原校长、盘陀村原村长以及东风日
产太原、晋中的车主们共同出席了此次活动。

这是东风日产“阳光教师” 活动继湖北十
堰、西藏拉萨之后的第 7 站，也是阳光关爱基金
会首次走进山西。

盘陀小学位于 G208 国道线上， 资金缺乏，
校舍自 1983年建立至今从未没修葺过。 由于年
轻人出外打工，学校生源少，目前只有四年级和
五年级两个班，共 3 名老师和 16 名学生，缺乏文
体设施。

针对盘陀小学的情况，改善盘陀小学的教学
条件，让孩子们可以在安全、舒适的教室中学习，
阳光关爱基金会向盘陀小学捐赠 2 万元用于修
葺校舍，以及价值 5 万元助学物资，包括 500 多
册图书、各种体育用品以及电脑等等。 面对丰富
的图书、多样的文体教学用品，孩子们的脸上都
露出灿烂的笑容。

车主代表黄先生一家三口跟随阳光助教的
队伍一起来到现场， 还带来了自己购买的书包、
文具捐赠给盘陀小学的孩子们。 他表示，之前参
加的车友会活动很多，但参加爱心活动还是第一
次。“阳光助教”雪中送炭，不论捐赠的金额是多

少，能给山区的孩子们改
善教学环境，都是非常有
意义的事情。

他还会用相机记录
着今天的一点一滴，并希
望儿子带回学校，让更多
城市的孩子能真切地感
受到贫困山区同龄人的
艰苦生活与简陋的学习
环境， 从而学会珍惜，懂
得感恩。

东风日产 “阳光助
教” 活动 2009 年启动，针
对农村学校教师资源严重不足、教师总体素质不
高等问题，通过教师交流、资金捐赠等形式，助力
实现贫富悬殊地区的教育资源均衡。

2009 年 2 月， 东风日产累计投入 200 余万
元，开展“阳光关爱，教育援川” 活动，组织 50 名
志愿者、百位汶川教师参与了汶川与广州之间的
骨干教师交流。

2009 年 7 月开始， 东风日产又先后在广东
清远、湖北襄樊、十堰、黑龙江齐齐哈尔、福建长
乐、西藏拉萨等地开展“阳光助教” 活动，对教育
欠发达地区的教师进行培训。

截至 2010 年 7 月， 东风日产在阳光教师培

训活动的投入已经超过 600 万元，受益教师超过
10万名，惠及学生逾 50万人。

不仅自己行动起来，东风日产还在经销商中
积极推广社会责任理念。“阳光关爱?爱心联盟”
是东风日产联合专营店及客户一起回馈社会的
活动。 客户在东风日产专营店购买纯正精品后，
东风日产即以客户的名义提取其消费金额的 3%
作为爱心捐款纳入到阳光关爱基金中，以实际行
动支持孤儿院、福利院、贫困小学等需要帮助的
群体。

活动开展 5 年来， 已走过全国 80 多所贫困
学校、福利院，累计捐款捐物达 500万元。

东风日产“阳光关爱·助教未来”
走进山西

全国入秋后的持续寒意，引发了人们对于今
年全球冬天遭遇极寒天气的担忧。 日前，奥克斯
& 南北极科考官方合作签约仪式暨热霸 2 代全
球首发式上，奥克斯热霸空调和热霸空气能热水
器的“超强制热”卓越性能再获国家权威部门认
可， 首次代言中国家电业闯入南北极寒地区，为
我国南北极科考站提供取暖和热水保障。

消费心声：只选对的不选贵
“买空调不能只买贵的、要选对的，这次我

一定要买台奥克斯热霸 2 代。 ” 消费者刘女士
说，去年新居装修买空调，为了让孩子安然过冬
不惜重金在儿童房里装了日本品牌的空调，在其
他房间安装的则是新上市的奥克斯热霸 1代。

去年的冬天大雪，家里两个品牌空调开机的
结果却让刘女士哭笑不得， 温度同样设定在 30
度，别的房间热得让人脱得只剩下衬衫，儿童房
却只能开着房门从别的房间借热气。服务人员竟
然说，因为不带电辅加热，所以效果差。

冬天转眼即至，听说奥克斯热霸 2 代空调和
热霸空气能热水器今年 10 月将随南极科考队的
雪龙号破冰船从上海出发，发往南极极地工作站

正式投入使用，刘女士更是坚定了要把儿童房的
空调换成奥克斯新品热霸 2代的决心。“在极寒
的南极都能用的空调，肯定能让孩子踏实过个温
暖冬天。 ”

独家解密：热霸 2 代如何炼成
“如果空调制热都要电辅加热，那该多费电

呀？ ” 自从听了日资服务人员解释，刘女士一直
感到困惑，她想知道奥克斯热霸到底是靠什么制
热还很省电。
“一般空调的确需要电辅加热，但热霸 2 代不

需要。 ”奥克斯空调事业部技术中心总经理舒乐
华独家解密，不少空调普遍采用小压缩机、大换
热器、大风量来达到高效能，相当于“马小车大”
负载大。

由于小压缩机排量有限，吸气流量低于压缩
能力，使得压缩机能力得不到充分利用，造成空
调的制热能力不足。同时，当室外温度过低，换热
器容易结霜，从而导致空调根本无法运行。

奥克斯热霸空调改变了传统设计理念，采用
双缸变容、喷气增焓技术，相当于高级汽车发动
机的“涡轮增压”原理，来增加空调制热动力。同
时，采用美国谷轮强热涡旋压缩机，增加制热动
力；采用高制热量闪蒸器，比传统压缩机增加了
蒸汽喷射口，增加压缩机输气量。

“制冷系统优势设计、电机四通阀等零部件
优化设计、风道系统优化设计、喷气增焓优化技
术、双缸变容优化技术———五大核心技术的优化
组合让热霸空调在零下 25 摄氏度也能正常制
热。 ”舒乐华介绍。

与热霸 1 代相比， 热霸 2 代还采用 DSP 智
能芯片控制技术，180 度正弦波控制， 可以带给
消费者更加舒适温和的制热享受。

今冬全球或再遇极寒 奥克斯热霸 2代吹热冬天

金九银十谁更“红” ？ 沁园放“价” 又放心
随着国庆黄金周的到来，家电市场进入了供

需两旺时节，寻求全面饮用水解决方案也成为众
多消费者考虑的大事。 目前，作为直接、有效、低
成本的家庭安全饮水保障,优质家用净水设备无
疑是最佳的选择。

据世界银行资料表明： 世界上污染最严重
30城市里有 20个中国城市。 中国已被世界卫生
组织列为全球水污染最严重的国家之一。

对比其它家庭饮用水解决方法，净水设备具
有使用方便、价格实惠、无二次污染等优点，开始
成为家庭饮用水深度净化的主流选择。面对琳琅
满目的净水产品，记者发现沁园全面饮水解决方
案受到消费者的热捧。

经过长期的研究和实践，目前公认简便和实

用的生活饮用水深度处理方法就是 “反渗透技
术” 。 该技术最先应用于航天领域，装在宇宙飞
船上为宇航员提供纯净的饮用水，后被逐渐应用

到医药、食品饮料、家用净水设备等领域。
一直以来，沁园都致力于中国饮水事业。 作

为国家净水器及其系统标准化工作组长单位，沁
园先后获得了 400 余项国内外专利，还荣获了国
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并凭借强大的技术实力
和影响力牵头起草多项国家和行业标准。

在不断向市场输送高品质专业水处理产品
的同时，沁园依然非常重视净水产品的普及。 为
此，沁园在国庆节来临之际，携手 5 款家庭实用
净水器展开全国同惠活动，以前所未有的超低价
真诚回馈广大消费者，所有特价产品至少 8.5 折
起的大手笔优惠，真正做到了放心又“放价” ！

沁园全国服务热线 400-672-2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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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青集团上市 低碳厨卫创尔特借势腾飞
近日，创尔特母公司长青集团正式在深圳证

券交易所挂牌上市， 国内厨电企业再添资本新
军。 插上母公司的资本翅膀，创尔特将展翅发力
低碳厨卫市场，剑指低碳厨卫第一品牌，冲击国
内现有的厨电企业格局。

凭借在生物质发电领域的深耕细作，长青集
团于 9月 20成功登陆 A股， 发行期间受一致追
捧，网上网下共冻结资金 949.6亿元。

据相关人员透露，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
实施将扩大长青集团的产品产能，优化产业结构，
加强新能源产品及传统业务的开发创新， 进一步
增强公司整体竞争力，巩固和提升市场地位。

长青集团及子公司创尔特的主营业务生物
质发电及燃气具和配套产品的生产和销售处于
稳定增长的态势。 相关数据显示, � 2011 年 1-6
月， 公司燃气具业务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46.1%。
作为国内第一家提出厨电 “低碳化” 发展的企

业，深化“长青低碳发展战略” ，创尔特及其母公
司已获专利技术 115 项，特别是喷火灶专利技术
更是填补了国内空白，是燃气热水器、燃气灶具、
旋塞阀、调压阀等四项产品等产品的国家标准和
行业标准起草人之一。

随着母公司的成功上市，创尔特陆续向市场
推出 10 余款蕴含创新、节能、科技、时尚等元素

的低碳厨卫新产品，全力角逐低碳厨卫领域。 以
喷火灶和冷凝式燃气热水器为主，新产品全面覆
盖厨房各个角落，将为消费者展现低碳厨卫产品
的明星阵容。 据了解，这些发布的新品不仅突破
了以往的低碳环保技术，而且在外观设计上也更
上一层楼，融入更多的智能化、人性化的设计，实
现低碳科技与实用艺术的完美结合。

自 08 年以来，创尔特深化了“长青低碳发
展战略” ，加大了企业低碳的投入，在工业设计、
供应链采购、技术研发、生产制造、营销管理、财
务控制、循环利用等环节进行了系统地“低碳”
改造，实现了以产品制造为中心的低碳产业链和
以成本控制为中心的低碳营销的双向升级创新。

进入资本运作阶段的创尔特继续坚持低碳
厨卫的发展道路，凭着母公司雄厚的资本投入和
技术产品的研发创新，创尔特将剑指低碳厨卫第
一品牌，全力打造低碳厨卫产品的全系列群聚阵
容，“低碳化” 改造厨房环境，使厨房进入“低碳
时代” 。

母公司上市 插上资本腾飞翅膀

低碳产品群聚 剑指低碳厨卫第一品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