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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在遇到弯道时， 优秀的企
业往往会通过弯道超车实现跨越式的
发展。近期来自产业在线12月最新统计
数据显示， 在行业整体出现大幅下滑
时，行业三大品牌之一的海尔则实现了
逆势增长。 从统计数据来看，12月海尔
空调整体销售环比增长40%， 其中内销
环 比 增 长 26.32% ， 出 口 环 比 增 长
83.33%，成为三大一线品牌中整体增幅
最高，也是内销唯一增长的品牌。

危中寻机，海尔跑赢弯道
2012年， 注定是一个弯道超车年，

全行业的危机不仅是企业扎实练功打
基础的黄金期，也是品牌赶超竞争对手
的最佳时期。一些品牌危中寻机，抓住
机遇和时间实现超车，这其中表现最为
突出的就是海尔。

来自国美渠道统计数据显示，元旦
期间海尔空调成为行业增幅最高的品

牌；春节期间，来自中怡康最新统计数
据显示， 在领先技术和产品的带动下，
海尔空调不仅占据变频挂机畅销型号
第一名， 更是在变频柜机畅销排名中，
包揽前十位中的五席，继元旦之后再度
保持了整体份额增幅第一的领先业绩。

推动创新，超越对手引领行业
近年来， 海尔也确实一次次推动了

行业技术创新，成为各大品牌技术创新、
产品创新的领潮者。在技术创新方面，从
2010年的物联网技术、 除甲醛技术再到
如今整合全球顶尖变频研发资源研发成
功宽带无氟变频技术， 海尔空调始终推
动着行业的技术创新， 各大品牌的竞相
跟风便是最好的证明。 而在产品创新方
面， 自从首家推出除甲醛空调引行业跟
风后，海尔再次推出可实现“自动检测、
自动显示、自动除甲醛”的第二代除甲醛
空调，实现了百年新突破，并开启“空气

质量调节”时代大幕。而刚刚最新上市的超
薄产品，则打破了能效越高、机身越厚的行
业传统，以148毫米机身成为世界最薄空调，
再次引领行业超薄潮流。

海尔始终践行以创新技术提升核心竞
争力，在行业整体形势不乐观的情况下，将
“不利”变“有利”，瞅准时机实现“弯道超
车”，不失为行业打破困局的一个榜样。

■本报记者

2012空调市场上演“弯道超车” 海尔空调唯一强势增长

3月10日，星期六，春雨绵绵的长沙
终于放晴了，在这难得的好天气里，长沙
中福在线喜报频传。在这一天里，长沙市
芙蓉路中福在线销售厅、长沙市晚报大道
销售厅和长沙市工人文化宫中福在线销
售厅都传来了喜中25万全国累积大奖的
好消息。

值得一提的是，在长沙市工人文化宫
中福在线销售厅勇夺25万大奖的张先生
（化名）是当天最后的幸运儿。当晚9点半
左右，离销售厅结束营业只有不到30分钟
了，当时他正在以每注2元投注5注的方式
参与“连环夺宝”游戏，当进入到游戏第3
关时，他还在想要是能在最后时刻中个大
奖那该多好啊！果不其然，幸运之神就降
临了，突然屏幕上就掉落了大片大片的红
宝石，细数之后发现是24颗，他也因此获
得了25万的大奖。事后，他很是兴奋：“真
的是美梦成真了， 在最后时刻得到大奖，
真是感觉太爽了，中福在线真不错！”

3月11日，益阳市罗溪路七里桥广场
中福在线销售厅又爆喜讯， 继3月9日之
后，再次中出25万的累积大奖，这也是益
阳市今年中出的第7个25万的大奖。截至
3月11日， 我省中
福在线一共中出
25万大奖52个，给
全省的彩民朋友
送去了不少的财
富。 ■李珂瑜

中福在线3天中出5个25万
长沙1天3个25万大奖
益阳3天2个25万大奖

随着宏观及房地产持续调控，国内经
济自2009年下半年以来持续回落。 最近
全国两会更提出2012年GDP增速7.5%的
目标，首次不提“保8”。面对国内纷繁复杂
的经济形势，投资者今年的投资机会在哪
里？鹏华价值精选拟任基金经理王学兵认
为，今年是蓝筹股投资播种年。

“目前蓝筹股投资的风险收益比已非
常具有吸引力， 对于价值投资者来说，又
一个难得的历史窗口已经打开”， 王学兵
说，鼓励投资者在低估值、消费类、稳定类
资产中寻找投资机会，同时也不排除周期
性行业的阶段性投资机会。 王学兵认为，
坚信基本面研究是长期投资的根基，而安
全边际、逆向思维、集中投资、长期持有是
投资者需坚守的投资原则。

■见习记者 黄文成

今年播种蓝筹股

大盘的“春季攻势”中，深市主板、中
小板、创业板轮番发力。其中深300指数
表现尤其出色，截止到2月29日，今年以来
的累计涨幅已经高达12.4%。 据WIND数
据统计，去年下半年刚成立的汇添富深证
300ETF基金，自今年1月6日大盘反弹以
来，涨幅达14.97%，远远跑赢大盘和股票
型基金。

基金经理吴振翔表示，深300指数具
有高弹性的特点，紧密跟踪深300指数的
深证300ETF基金在市场反弹或阶段性上
涨时往往扮演急先锋的角色，能够获得高
于市场总体的涨幅。 ■见习记者 黄文成

汇添富深300ETF受追捧

小刮擦，“老口子”为何不报险

近日， 保监会发
布《关于加强机动车辆
商业保险条款费率管理
的通知》， 各家保险公司
纷纷制定新的商业车险条款
和费率。在新车险产品中，一度
备受争议的“高保低赔”、“无责不
赔”问题有望得到解决，不同公司的车
险保费差距也有望扩大。 车主们如何
购买车险才是最为划算的呢？

交强险必交，其他险都是浮云
彭华，70后，2007年买车， 每年只

买了交强险。彭华在购车之前一直开单
位的车，对自己的技术绝对自信，“这几
年，我几乎没有出过险，现在我购买交
强险只需要交665元了，就是基本保额
的7折，这已经是最低的折扣了。”

除了强制缴纳的交强险，“我个人
认为其他保险都是‘浮云’。”彭华称，
车险分为交强险和商业险， 交强险是
强制的，商业险是可以选择的，其中商
业险又包括车损险和三责险这两种主
险，其他的都是附加险。

“不过如果车主觉得仅缴纳交强
险不放心，可以选择三责险。”彭华告
诉记者， 交强险是只保别人不保自己
的保险，最高保额为11万元。如果发
生重大事故所产生的医疗费用超过最
高保额，此时三责险就能“挺身而出”，

补偿余下的赔款。

小刮小擦从不报险
杨静，80后， 去年10月买了台红色

的科鲁兹，“除了购买交强险外，我还买
了车损险和三责险等附加险。” 杨静拿
出自己的投保单给记者看，记者发现其
前前后后的保险加起来一共花了
6042.66元。

买车已经差不多半年了，曾经发生
过两次刮擦， 但是杨静在考虑之后，并
没有报险。

买了几千元的保险为什么不用呢？
“保险业务员说， 如果每年报险三次以
上的话， 第二年的投保费率就会上浮，
保费有可能远远大于这两次小刮擦的
修理费。”

某财险公司业务员刘先生告诉记
者，如果投保人在一年内没出过险，第二
年最多可以打8折，如果出过险则只能打
9折甚至是上浮，当然上浮比率也要与车
型老旧、出险次数挂钩。 ■记者 杨斯涵

本报讯 保险理赔服务好不
好，保监局来打分。日前，湖南保
监局正式发布2011年车险理赔服
务指数， 以倒逼保险公司改善理
赔服务质量。

与上年相比，2011年湖南产
险公司平均结案周期缩短1.97
天， 小额赔案结案周期缩短5.99
天， 结案率绝对值提高1.79%，付
款时效缩短0.95天， 客户投诉率
绝对值降低0.21%。 在2011年全
年评价中，大地产险、人保股份、
国寿产险、英大产险、平安产险、
太平产险总体评分比较突出，位
列前6名。

湖南保监局于2009年开始进
行车险理赔服务质量评价， 定期
对各产险公司车险理赔服务质量
进行评比和监测， 并于2011年对
评价办法进行了修订。

■记者 刘永涛 通讯员 李敢峰

湖南产险公司
平均结案周期
缩短1.97天

全国政协委员彭磷基：大量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件得不
到执行，不能不说和交强险赔偿数额过低有关。有限的交强险赔付与巨
大的赔偿数额相比，可谓杯水车薪。

全国人大代表、广汽集团总经理曾庆洪：应通过制度设计让豪车车
主承担更多义务。比如强制要求豪车购买某种附加险，或者设定豪车的
最高获赔金额，超过这一金额的，责任人不需赔付。

全国政协委员、保监会原副主席魏迎宁：任何车主都有撞到豪车的
可能性，也可以通过购买相对高额的三责险来转嫁这种风险。至于限制
普通车主撞上豪车的赔偿责任，现行法律没有、也不宜作这种规定。

杯水车薪的交强险

哥们，咱们私了吧？
别报保险！

那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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