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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笔者从长城汽车获悉，风骏皮卡全
系车型将陆续标配德国博世8.0版本的ABS防
抱死制动系统和EBD电子制动力分配系统，成
为国内首个全系标配ABS+EBD的皮卡品牌。
作为中国市场占有率最高的皮卡品牌，风骏皮
卡率先将安全提升到一个全新的高度，不仅给
广大皮卡顾客带来了惊喜，也标志着中国皮卡
将迎来安全时代。

长城汽车风骏皮卡负责人表示：“全系车
型陆续标配ABS+EBD， 是风骏皮卡继节油耐
用、超强承载后又一次品质提升，使风骏皮卡
成为目前国内安全水准最高的皮卡品牌，这一
举措将进一步提高国内皮卡的安全技术门槛，
定义新一代皮卡的品质标准。 ”
将全系标配德国博世8.0版ABS+EBD�
� � ABS能帮助汽车在紧急制动情况下有效
防止车轮抱死，保证汽车的制动稳定性，防止
车辆产生侧滑、跑偏甚至翻车，同时还能有效
降低轮胎磨损， 是汽车安全的一项革命性技

术。 EBD则能够自动调节
前、 后轴的制动力分配比
例，提高制动效能，并配合
ABS 提 高 制 动 稳 定 性 。
ABS+EBD系统对提升车辆
在制动情况下的操控性和
车身稳定性有着举足轻重
的作用，面对雨雪冰冻路况
时的作用更为显著。

风骏皮卡将标配的是
德国博世公司8.0版的ABS+EBD系统。 与绝大
多数在用的ABS+EBD系统相比， 博世8.0版
ABS+EBD系统最高可实现每秒200次制动调
节，不仅响应速度更快，且踏板反馈力更加柔
和，制动稳定性更高，使用寿命也更长。

安全面前，人人平等
皮卡已成为国内二、三线城市主要的多功

能车型之一，其行驶环境远比轿车复杂。 调查
发现， 目前国内皮卡市场上只有8万元以上的

皮卡才配置ABS，近七成
的皮卡没有配备ABS＋
EBD。作为一项重要的汽
车安全装备，ABS和EBD
显然不应再成为区分车
型价格高低的标准。

风 骏 5 率 先 标 配
ABS+EBD， 打破了ABS
是高价格皮卡专宠的局
面。 今后，每一位购买风

骏皮卡的消费者都将拥有同样的安全保障。
作为中国皮卡第一品牌，风骏皮卡不仅引

领了中国皮卡行业的发展趋势，还是国内唯一
通过欧盟ELV环保认证的皮卡品牌。 目前，风
骏皮卡已出口至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并
连续14年成为中国皮卡市场销量冠军，是皮卡
行业名副其实的领导者。 全系标配ABS的举
措，不仅将风骏皮卡的影响力再次扩大，也将
进一步推动我国皮卡行业的整体发展。

将全系标配ABS，长城风骏开启皮卡安全时代

2011连锁百强名单出炉 国美位居家电连锁零售榜首
日前，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发布“2011中国

连锁百强” 榜，上榜的百家连锁企业销售规模
达1.65万亿元， 在统计口径有所收紧的情况
下， 国美电器以1100亿元的销售规模，1737家
的门店总数， 位列中国家电连锁零售行业榜
首。 据悉早在今年1月份， 在德勤公司与
STORES� Media� 联合发布的 “2012全球零
售力量” 报告中，国美电器全球竞争力排名上
升至75名，并三度蝉联中国家电零售第一。 作
为国内最大的家电及消费电子零售连锁企业，
国美的发展实力和潜力受到了国内外权威机
构的一致认可。

种种迹象表明，当前及未来一段时间内全
球经济都将处于动荡之中，这要求家电零售行
业必须以最快的速度感知消费需求，并在第一
时间为消费者设计、制造满足需求的产品和服
务。 在这种背景下，零售企业经营质量的提高
不是依赖于规模扩张，而主要来源于商品经营

能力和客户经营能力的提高。
作为中国家电连锁行业的领导者和开创

者，国美正在积极推动一场以消费者需求为导
向、 以供需链全面整合为核心的商业模式变
革。 为此，2011年国美进行了大量的后台基础
设施建设，全面升级了信息化系统、物流系统
及服务系统。

尤其是依托新ERP系统平台， 国美与供应
商之间不仅实现了信息的及时共享， 而且实现
了从订单、 库存到结算等全业务流程的协同管
理，提高了产品研发和生产数量的准确性。通过
推动线上、线下与供应商的全面对接，国美正转
变成为快速捕捉和创造需求的大网络平台，并
通过精准的消费需求激活整个虚实网产业链，
从而构建“线上+线下”和谐共赢的供需链。

因此， 在多数海外连锁巨头营收及利润纷
纷下滑之际，国美却实现了营收、门店双增长，
全球竞争力不断攀升。 从国美前期发布的业绩

来看，2011年其营业收入同比增长17.5%， 是国
家GDP增速的近两倍， 同时门店总数进一步增
多，网络均衡性进一步增强，稳固了国内最大的
家电及消费电子零售企业地位。 在保持线下实
体市场领先的同时，凭借着“B2C+实体店” 融
合的运营模式优势， 国美电子商务发展也超预
期，业绩增速高于行业平均水平，尤其是国美电
器网上商城成为家电电子商务领域的一面旗
帜，未来发展潜力和发展前景被业界看好。

有数据表明，2012年世界经济将比2011年
更加严峻， 要在动荡环境中保持平稳发展，零
售商与制造商必须联合起来，构建一条能够快
速准确感知、满足消费需求的产业供需链。 同
时， 有关统计数据也显示，2012年我国消费电
子市场规模将达到13910亿元， 成为全球最大
的消费电子市场。 受益于庞大的腹地市场，积
极推进实虚网产业供需链建设的国美电器有
望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子家电零售企业。

喜欢个性新潮的外观设计， 经常与好友交流，
你是时尚分享派；喜好震撼的影音感受，时刻驰骋
移动网络，你是娱乐畅享派；喜欢主流特色的智能
应用，不断挖掘新奇体验，你是智能尊享派；看重高
性价比的科技产品，时刻关注套餐业务，你是定制
优享派。 在移动互联时代，不管你是什么派，这款与
中国移动合作的联想A366t，都能以潮流的外观和卓
越的配置满足用户需求。联想A366t即将开启移动定
制智能手机的新时代，成为移动互联的点睛之作。

独具特色的是， 手机下方镭雕透光菜单键以
及UV漆不透光HOME键，与之相呼应的是极具质
感的Lenovo标志。 手机背面同样配备了圆形宽视
角摄像头，镶嵌在磨砂质感的手机后壳中，带给用
户无与伦比的触觉体验。 这款机型配备了3.5英寸
HVGA电容式屏幕，320� X� 480的高清分辨率，
另屏幕色彩还原度更高， 让用户拥有至臻优美的
视觉体验。

值得一提的是，手机支持重力感应，配合极炫
的多点触控操作，多屏页面间轻松自由切换，让用
户无论是浏览网页还是操作游戏都变得更加流畅
自如。 联想A366t采用MediaTek6513平台，CPU主

频高达800Hhz， 卓越的性能保证手机如电脑般同
时极速运行多程序。 搭配512� MB� RAM+512�
MB� ROM的智能组合， 保证了大型游戏或复杂
应用的流畅运行。

手机配备的320W后置摄像头和30W前置摄像
头，支持多达16张的完美高速连拍，三屏快速设置，
随时清晰记录生活精彩瞬间。 联想A366t搭载全新
Android2.3.6智能操作系统， 全面支持安卓系统特
色应用无限下载。手机预置新浪微博、UC浏览器等
时下主流智能应用。 更为突出的是，手机增强了本
地应用的易用性体验，非常符合国人使用习惯。

值得一提的是， 手机拥有移动电视功能与时
下主流电视设计相呼应， 配备的CMMB隐藏天线
不仅美化了手机外观，也使信号搜索能力更强劲，
无论是外出旅行的沿途， 还是商务办公的闲暇都
能随时观看电视节目，体验移动互联乐趣。

2012年智能定制手机势头会更加猛烈， 作为
移动互联的重要一员， 联想手机将不断推出更时
尚化更智能化的3G定制手机满足不同用户的需
求。 这款联想A366t将以亲民的价格和完善的功能
成为移动互联的点睛之笔，收获更多瞩目。

自然堂签约中国跳
水队官方合作伙伴

2012年3月28日，中国化妆品行业
领军企业—伽蓝集团旗下自然堂品牌
在北京向全国百余家媒体宣布： 自然
堂将正式成为中国体坛最优秀的运动
队—中国跳水队的官方合作伙伴，怀
着最美好的祝福和希冀助威国家跳水
队健儿征战伦敦，美在巅峰。

承袭自然堂品牌对 “天人合一”
美学思想的追求， 发布会现场首次被
恢弘雪山优雅环绕：“自然之美” 的灵
韵，凸显自然堂“来自大自然的护肤
专家” 的品牌气质，也与中国跳水队
不断绽放的“生命之美” 不谋而合。一
个创造美的品牌， 与一支创造美的队
伍交相辉映，共同宣告征战伦敦，让中
国之美在全世界巅峰绽放。

伽蓝集团董事长郑春影先生，国
家体育总局游泳运动管理中心主任李
桦等领导带领中国跳水队明星队员代
表共同出席了发布会。

智享天成 乐在其中

智惠旋风 联想A366t震撼登场

新骊威家族再续车坛“常青树” 神话
东风日产新骊威家族上市两年来，以累计

21万台销量及细分市场单月销量冠军头衔引
领小车市场持续稳健发展，并成为该级别市场
屹立不倒的“常青树” 。

稳中求胜 上市两年销量超21万
新骊威家族自2010年3月底上市以来，市

场表现十分稳健，月均销量近万台。同时，在上
市两周年之际， 以累计销量超过21万台的佳
绩，进一步印证了其“全时全能” 的产品品质，
是小车市场稳步发展的领军先锋。

回顾新骊威家族两年来的表现，用“稳”
字形容最适合不过。 2010年是小车市场春风得
意的一年，购置税政策延长至2010年底。 许多
车企瞄准这一利好信息，对小车的重视不断加
强，推出各种优惠措施，将小车的销量推至一
个又一个小高峰，各车企的竞争也因此呈现白
热化。

在这种环境下， 新骊威家族顶住压力，上
市六个月，始终蝉联小车市场销量冠军，为该
细分市场的“惊艳” 表现再添一抹浓彩。

全时全能 产品、营销双树标杆
其实，早在2007年，骊威上市以来就凭借

卓越的产品力和营销力，成就了经典小车市场
的销量神话，奠定了其在该细分市场的领导地
位。 在骊威奠定的坚实基础上，新骊威家族荣
耀上市，以“全时全能” 姿态稳坐小车市场王
者宝座，续写辉煌。

超大的内部空间是新骊威劲锐版最为突
出的优势。 2600mm的轴距属于小车级别中的
顶级水平，真正实现了小车大空间，即使1.75
米的成年人坐在车内，前排后排的座椅空间都
有很大的余量，十分宽绰，乘坐空间优势确实
不容小觑。

另外，劲锐版还可根据不同需求，进行多
种空间组合，例如其后排座椅能4/6翻倒，随时
打造更灵活便捷的乘坐和储物空间，这对春节
出行时载人置物都更加有利。

品类助推 家族化竞争再升级
事实上，东风日产打造新骊威家族，并不

是单纯在概念上推陈出新，而是出于对产品军
团化、家族化策略的考虑。

新骊威家族三个系列12款车型完整勾勒
出新骊威的产品“路线图” ，在细分市场形成
层次化、梯队化的竞争态势，通过产品层次的
丰富化、产品功能的全覆盖形成“家族化” 优
势，从而更精准地满足了消费者的需求，最大
限度提升了产品品牌的整体竞争力，对于东风
日产在该细分市场的全面覆盖起着至关重要
的作用。

东风日产市场销售总部副总部长杨嵩认
为，东风日产家轿三大家开创“品类营销” 的
先河， 不仅将产品线集群优势发挥到极致，也
使消费者对不同级别车型产生明晰的认知，有
助于各车型扬其所长，强化车型品牌定位。 新
骊威家族作为重要车型之一，其“全时全能”
的家轿形象将获得进一步巩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