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局长骆琳在14日
召开的全国安全生产工作会议上说，
2011年安监部门深化依法监管， 严厉打
击非法违法行为，严肃事故调查处理和责
任追究， 全国事故查处结案率达94.1%，
累计追究处理4799人， 其中移送司法机
关追究刑事责任808人，给予党纪政纪处
分3991人。

事故总量和死亡人数“双降”
骆琳说，2011年全国发生各类事故

347728起，同比减少15655起，下降4.3%；
全国各类事故死亡75572人， 同比减少
3980人，下降5%。

据介绍，去年，我国重点行业领域安
全生产状况普遍改善。其中，煤矿事故起
数和死亡人数分别为1201起、 死亡1973
人，同比分别下降14.4%和19.0%。此外，金
属与非金属矿山、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
建筑施工、道路交通、铁路交通和农业机
械等事故死亡人数都有不同程度减少。民
航没有发生运输飞行事故。

安全生产控制考核指标确定

骆琳说，2012年全国安全生产控制考核
指标已经国务院安委会全体会议研究确定。

据介绍，主要指标包括：各类事故死亡
人数下降幅度不低于2.1%；工矿商贸事故死
亡人数下降幅度不低于2.6%，其中煤矿事故
死亡人数下降幅度不低于2.6%；较大事故起
数下降幅度不低于3.2%，重大事故起数下降
幅度不低于5%， 特别重大事故起数实行零
控制。 ■据新华社

去年全国4799人因事故被追究处理
2012年全国安全生产控制考核指标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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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将至，醉酒在所难免”———“中国酒
文化” 让很多人头疼。 正因如此，具有 “解酒
护肝” 功效的内蒙古“水域山” 沙棘果汁，因丰
富的营养功效正逐步走俏市场。

据了解，沙棘果营养丰富：富含的维生素和
氨基酸等具有抗疲劳和增强机体活力的功效；
蕴含的维生素 E、维生素 A，保护和加速修复胃
黏膜、增加肠道双歧杆菌的药性，在保护肠胃的
同时，缩短酒精在体内的逗留时间，加快酒精的
排出速度。

同时，富含的黄酮、氨基酸等物质，能有效
降减血浆胆固醇、减少血管壁中胆固醇含量，对
于降低血液酒精浓稠度和加快身体代谢、保护肝
脏有着十足的功效。

水域山沙棘果汁在“解酒” 的同时，也让身
体补充了营养，双重功效必将引领健康饮品的新
风尚。

东风日产“云整合”
创领车企体系竞争力

在花都第二工厂竣工仪式现场， 东风日
产副总经理任勇再次展现出豪迈自信的笑
容，作为这家年轻企业的领航者，任勇向记者
们展示的数据、 规划都显示出一种前瞻的魄
力。 连续多年保持三倍于行业的增长速度，
2011 年以 22%年增长再度笑傲车市， 行业排
名从第五升至第四，实现“淡市超车” ，成为
成长最快的车企。 而种种速度背后，任勇更创
新性提出“云整合” 概念，为东风日产“领航
未来之旅”指明方向。

善整合者赢未来
在花都第二工厂竣工仪式上， 任勇高调

发布了 2012 年的销量目标，这意味着东风日
产在 2012年将以 25%速度实现持续增长。 对
于未来的发展，任勇表示，全球化、本地化和
高端化将是主导潮流， 而支撑一个企业高速
发展的核心，还是体系竞争力。任勇强调，“东
风日产将以‘云整合’ 打造更有竞争力的健
康体系，所谓‘云整合’ ，就是以客户为核心，
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高效整合。 只有高效整
合全价值链的资源优势， 融合中国市场特色
的深刻洞察，才能领航未来。 ”

目前， 东风日产已针对 300 万车主建立

庞大的数据库，通过分析消费特点，整合成为
更有导向性的商品规划。

任勇表示，“每位既有客户都会纳入‘云
整合’的分析体系，包括今我们将进行事业部
改革，让业务单元更贴近消费者，把既有客户
和潜在客户的分析综合起来， 形成更强大的
整合营销。 ”

随需应变的“云整合”体系
据悉，2012 年 1 月 1 日起，东风日产将公

布全新事业部制，形成东西南北四大高度“自
治” 的区域事业部，四个事业部总监将向总公
司直接汇报。 其中，涉及市场推广等资源将由

各事业部自由支配， 在商务政策的制定上也
拥有自主权。

而且， 东风日产将新成立启辰事业部和
数字营销部，双品牌运作进入实质性阶段。 启
辰事业部将涵盖市场、销售、网络、公关等多
项职能，但仍隶属于公司的市场销售总部，市
场部部长叶磊同时兼任启辰事业部部长。 数
字营销部则主要负责互联网络方面的营销平
台搭建，甚至于在未来试水网上售车。 东风日
产市场部副部长郭伟已升任该事业部负责
人。

“云整合”以 DNPW 为核心
倘若是互联网的高速发展，催生了“云计

算” 的概念，那么中国汽车行业近十年来的高
速成长， 也让任勇在实战中悟出了最适合东
风日产的“腾飞之道” 。

“如果说互联网的若干计算机会构成传
统意义上的 ‘云’ ， 那么对我们来讲，以
DNPW（东风日产生产方式）为核心构建的
所有业务单元， 就是我们贴合客户需求的
‘云’ ，” 任勇表示，“我所谓的‘云整合’ ，就
是以 DNPW 为核心，为响应客户需求对资源
进行的高效整合。 ”

荣泰携神八与 12亿国人见面
近日， 中国航天事业伙伴荣泰品牌旗帜在经历了 17 天 1100 万公

里的太空遨游后与神八一同返回地球，首开按摩器具行业企业 LOGO
旗帜太空航行先河。 目前“LOGO旗帜”交接仪式在北京顺利进行。

“这次荣泰 logo能与神八一起飞天，是荣泰的‘科技让生活更健康’
品牌理念与神八的科技精神不谋而合。 ”荣泰健身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总经
理林琪这样说。 在完成交接仪式后，林总自豪对记者说道：“‘人无我有，人
有我优’导向，不但是对科研人员的要求也是对产品的解读。“未来，神九、
神十，荣泰将继续对接大家的太空梦想，助推航天事业腾飞。 打造享誉全球
的按摩器械品牌，致力于带给全球用户健康新体验，以精湛技术和创新设
计引领行业的发展。 ”交接仪式上荣泰另一位领导这样向我们透露。

尼雅引领国内年份葡萄酒
为世界版图插上中国旗

2008 年对全球葡萄酒业来说是值得庆贺的
一年，从葡萄酒圣地的法国波尔多产区，到中信
国安葡萄酒业葡萄基地所在的新疆天山北麓，
北纬 44度都诞生了令人惊喜的葡萄酒。

2008 年，上天给予位于北纬 44 度葡萄酒黄
金产区的波尔多右岸与新疆天山北麓以同样的
恩宠。 凭借无可复制的气候条件，中信国安葡萄
酒业为中国葡萄酒酿造出传奇： 尼雅 2008 年份
赤霞珠干红葡萄酒，100%选取 2008 年天山北麓
小产地生态葡园中十二年黄金树龄的赤霞珠，
严苛限产 700桶传世珍酿，成为中国第一款真正
意义上的年份酒。 卓越的品质亦使得尼雅 08年
份酒具有无限的增值可能， 受到全球葡萄酒投
资家的青睐。

此外， 年份酒不光在品质上体现着她独特
的身价，同时也因为它本身的年份，还具备了一
种特殊的纪念价值。

同方钢铁侠 X46H 的完美体验

水域山沙棘果汁
引领佳节聚餐新时尚

i7旗舰版钢铁侠 X46H 是清
华同方寒促最新力作， 其不仅配
备了全新英特尔 i7-2640M 处理
器、NVIDIA� 2GB� GT550M 独
显、4GB 内存以及 750GB 硬盘，
而且还具备抗油渍指纹的全铝时
尚喷砂工艺外壳、 能够同时安装双硬盘或双电池的 ODC 智能扩展技
术，以及完美支持业内首创“一年保换”与“完美屏幕，绝无亮点” 双项
售后质保服务政策，简直是为我们对品牌、性能、价位与售后都重视的
学生一族量身打造的笔记本，我不禁要说：“i5独显本简直是弱爆了！”

新华社驻台记者14日20时13分从马
英九竞选总部现场获悉，马英九在当天举
行的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投票中胜出。在
参选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失利后，民进党
主席蔡英文14日晚召开记者会宣布，辞去
民进党主席职务。

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发言人14
日就台湾地区领导人和民意代表选举结
果发表谈话。全文如下：

我们注意到台湾地区领导人和民意
代表选举结果已经揭晓。近四年来的事实
一再表明，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是一条正确
的道路，得到广大台湾同胞的支持。我们
真诚希望台湾社会安定、 人民生活幸福。
我们愿意继续在反对“台独”、坚持“九二
共识”的共同基础上，与台湾各界携手努
力，承前启后，继往开来，进一步开创两岸
关系和平发展的新局面，共同致力于中华
民族的伟大复兴。 ■据新华社

超蔡英文约80万票 在选举投票中胜出

马英九连任台湾地区领导人

一名认证身份为“人人国际旅
行社总经理” 的微博用户“NJ周宏
伟”14日称，高铁G15次列车在无锡
东发生电路故障燃烧。 铁路上海局
称其为假消息。

“列车燃烧、客人骚动、乘客强
行打开车门”，14日16：32，微博用户
“NJ周宏伟”称，高铁G15次列车在
无锡东发生电路故障，引起燃烧。并
随后连续发布3条微博，引起了大量
转发和评论。 经东方网记者向上海
铁路局及G15次列车员求证， 此消
息不属实。

NJ周宏伟的4条微博， 在短短
几十分钟时间内，共计被转发600多
次，评论近300条。评论中，也有不少
网友对其真实性表示了质疑：“这些
微博是通过电脑而不是手机发布
的， 如果用无线网卡加笔记本可以
解决这个问题的话，还缺少图片。”

记者从虹桥火车站了解到 ，
G15次列车已经抵达上海， 并折返
北京，车次为G156次。G15次列车员
小李表示， 列车确实在无锡附近短
暂停留，但没有任何起火燃烧事件。
上海铁路局称， 他们将追究发微博
人的法律责任。

■据东方早报

上海铁路澄清
G15列车燃烧传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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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4日，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结束，马英九获连任。 新华社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