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贺龙体育中心周边明晚管制
因2014EXO世界巡回演唱会于27日

20：00在长沙贺龙体育中心举行，届时周边
相关路口管制。 ■记者 黄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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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查封一批福喜问题食品
近日，株洲食药监局通报，该市

麦当劳两店查出有“上海福喜”问题
食品共计81公斤。 ■记者 李永亮

长沙地铁今晚不停橘子洲站
因本周六晚橘子洲举行焰火燃放活

动，26日晚6点至运营结束，长沙地铁2号线
不停橘子洲站。 ■记者 叶子君动政务 态

报告显示，在对上半年
意向购买东风日产产品的
消费者调研中发现，“节能
环保”、“技术领先”、“高品
质”、“亲和感”以及“售后完
善”成为消费者对东风日产
品牌认可度最高的词汇。此
外，像“富有创新精神”、“引
领潮流”、“国际化”、“有声
望”、“值得信赖” 等正面印
象，在东风日产的消费人群
里同样有很强的认同感。

一直以来，东风日产在
中国享有着“技术日产”的品
牌美誉。 早在 80年代，第一
批车主们已经通过“公爵”、
“蓝鸟”等车型，率先感受到了
日产领先人性化科技所带来

的驾乘感受。 而 2003年，东
风日产成立之后， 更是致力
于将日产全球最先进的技术
导入中国市场， 并根据中国
市场进行本土化的二次研
发， 以便更好地满足中国消
费者的真实需求。 在“技术日
产”的口碑带动下，已经有越
来越多的消费者认识东风日
产、爱上东风日产，并成为东
风日产的粉丝。

2014 年上半年， 伴随
着新奇骏、新阳光的上市，
东风日产再次把领先的技
术带到消费者身边的同
时，促使“技术日产”品牌
吸引力的进一步发酵。

其中， 被誉为同级别

“最聪明的 SUV” 的新奇
骏，搭载了 X-Touch 全感
科技， 整合了超级四驱系
统、3A公路稳行系统、新一
代动力总成系统、ITS 预警
式整体安全系统等系列智
能感应科技。 其中 3A公路
稳行系统和超级四驱系统
的结合，通过自动调节车辆
重心，过滤路面颠簸，并大
大提高了车身循迹性与稳
定性，兼得舒适、操控、安全
三位一体，令新奇骏兼具舒
适城市性与强悍越野性。

而一直走亲民路线的
新阳光，则把“实用科技”坚
持到底，给消费者带来最切
身的利益———更低的油耗

成本。由于采用了日产最新
的燃油双喷技术和最新一
代 CVT， 新阳光把百公里
油耗进一步降低至 5.6L，让
每一个怀揣“阳光生活梦
想”的车主都能轻松享受低
碳、环保、省钱的汽车生活。

而在下半年，东风日产
在“领先科技”和“节能环
保”上的又一倾力之作———
启辰晨风电动车也将正式
面向私人消费者开售，全面
开启划时代的绿色汽车生
活体验。对“技术日产”的粉
丝而言，从外观、内饰到整
车性能，都充满了浓浓未来
感和科技感的启辰晨风，绝
对非常具有吸引力。

2014年上半年东风日产品牌汽车消费研究（中）

2014年上半年东风日产在一二线市场，同比增幅超过 50%的城市

一、品牌印象：“技术日产”造就“粉丝经济”

上半年，东风日产在各
地市场全面开花。 在一二线
市场，凭借过硬的产品实力、
丰富的车型选择和良好的
品牌口碑，东风日产成功克
服了市场饱和、限牌限购等
不利因素的影响，深挖销售
潜力，实现突破性的销量增

长。除了在临沂、沧州、大连、
重庆、沈阳、深圳、南京这 7
个城市的销量增幅超过 50%
外，还在烟台、保定、武汉、成
都、郑州、广州等 24个一二
线市场实现了正增长。

得益于 2014 年启动
的“百城千县”战略，东风

日产上半年在重点销售城
市和三四五线新兴市场也
取得了爆发性的增长。

通过在全国选择一千
个县和一百多个重点销售
城市，作为销量和网络提升
的重点，东风日产销售渠道
向三四线市场“毛细血管”

进一步扩张渗透。 其中，
NISSAN 品牌半年新增一
级、 二级网点超过 610家，
启辰品牌则已拥有 160 余
家一级网点与 2000多家二
级网点。仅仅半年时间，“百
城千县”战略便为东风日产
贡献了 97.6%的增量。

二、区域市场：一二线市场有突破，“百城千县”大爆发

而为了更好地贴近区
域市场，东风日产四大地区
营销部，更是针对各区域的
特点，各自围绕重点车型开
展了卓有成效的营销策略，
成为东风日产制胜区域市
场争夺战的有力保障。

在 SUV 强势的西部
市场，东风日产西区营销

部借势新奇骏的新车效
应，捆绑逍客 、楼兰一起
抢占市场，并开展了诸如
“SUV 倾巢计划 ”、“SUV
家族矩阵” 等营销活动，
实现了上半年 SUV 三车
3.2 万辆的业绩， 该销量
占东风日产全国 SUV 销
量的 36.2%。

而在日系品牌传统强
势的南区市场， 东风日产
不仅超额完成半年销售任
务， 还在与两大丰田品牌
的白热化竞争中取得了明
显优势。 以中级车市场为
例， 面对轩逸与卡罗拉的
巷战 PK，东风日产南区营
销部陆续开展“保卫湖

南”、“夺冠广西”、“江西星
火”、“东莞涅槃”、“广州领
先”、“福建争先”等营销行
动， 在多个据点型城市单
点突破， 以摧城拔寨之势
一路领先：上半年，南区市
场贡献了 5.8 万辆轩逸的
销量， 超过全国轩逸总销
量的 1/3。

本报7月25日讯 今日，
在望城撤县设区三周年暨
建设现代化公园式城区座
谈会上，望城区委书记谭小
平表示，力争明年初步建成
公园式城区。

谭小平说， 三年来，望
城创造性提出建设现代化
公园式城区的发展目标，坚
持把望城作为一个大公园、
大花园、 大观园来规划、建
设、管理和经营。按照望城

建设现代化公园式城区实
施意见，目前正在实施“青
山、碧水、蓝天、秀州、美垸”
五大计划， 种植树木300万
棵以上， 不断扩大森林面
积。

望城还将利用山体、河
流、池塘、湿地、果园、广场、
文化古迹和城乡边角余地，
修建一批社区绿地、街边绿
园、城镇游园、乡村憩园、文
化公园、健身公园。到2015

年， 实现城区500米范围内
见社区绿地、街边绿园，2公
里范围内见文体公园、城市
游园，5公里范围内见湿地
公园、 滨水景观带，10公里
范围内见文化古镇、遗址公
园、森林公园。

望城还将规划建设一
批生态绿道，并配套完善游
道系统。

■记者 曾力力
实习生 胡珈玮 符欢

本报7月25日讯 用打
印机打印出骨头、 皮肤，甚
至肝、肾、心脏等器官，别吃
惊，这一神奇的3D打印技术
已经用于临床了。7月25日，
我省首家3D打印临床应用
研究所在湘雅医院正式挂牌
成立， 将致力于突破增材制
造（即3D打印）在临床医疗
应用中的核心与关键技术。

“当前还有很多疾病是
医学无法治愈的，而有了3D
打印技术的应用， 可以令医
疗技术飞速发展， 在充分降
低医疗成本， 使患者受益的

同时，还能够使更多的‘不可
能’变为‘可能’，这对现代医
学提倡的个体化治疗而言也
至关重要。”中南大学湘雅医
院院长孙虹教授表示。

据悉， 我国人口众多，
先天性畸形、器官功能衰竭
等各种原因引起的组织器
官缺损缺失等疾病， 其修
复、重建、器官替代等需要
大量、个性化科学精准的治
疗方法和医用生物材料。然
而， 受诸多关键技术的影
响，目前应用于人体的医用
生物材料， 除少数可以国

产， 主要依赖于国外进口，
迫切希望有3D打印这类新
型技术来协助攻克难关。

目前，3D打印在模拟手
术、标本教学、诊断评估等
方面已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例如， 一些复杂的手术中，
比如颅底复杂肿瘤，3D打印
可以利用CT等医学影像数
据，将病人的颅内三维制作
出来，医生先在上面进行操
作，这样可以确保手术更安
全，同时缩短手术时间。
■记者 洪雷 实习生 陈慧琳

通讯员 佘丽莎 罗闻

我省首家3D打印临床应用研究所成立
未来有望“复制”器官用于人体，减少对国外进口技术的依赖

望城明年初步建成公园式城区
撤县设区3年，不断扩大绿化面积

本报7月25日讯 今天
上午，长沙市天心区人民检察
院举行了2014年“侦查监督
开放日”活动，共有40多名包
括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社区
居民和学生代表等社会各界
人士， 零距离接触检察机关
侦查监督工作。■记者 杨昱

通讯员 严景特 周洁

天心区检察院设
“侦监开放日”

司法
本报7月25日讯 今日上午， 省十二

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41次主任会议。会议
同意， 今年7月至11月重点检查我省贯彻
落实国务院《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
情况。 本次执法检查将主要采用听取汇
报、会议座谈、实地检查等方式，并结合公
布值班电话、个别走访、随机暗访、调查核
实，全面了解全省各地贯彻实施大气污染
防治法的情况。

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组成人员将
亲自带队到部分市州开展重点抽查。省
人大常委会会议还将在11月份听取省
人民政府关于大气污染防治法实施情况
的报告。 ■记者 李国平 实习生 管漫玲

我省将执法检查大气
污染防治法实施情况

财政部、教育部、中国人
民银行和银监会四部门25日
联合下发通知， 对国家助学
贷款资助标准和资助比例进
行调整。按照通知，包括第二
学士学位和高职学生在内的
全日制本专科学生每人每年
可申请不超过8000元的助学
贷款。据介绍，现行的国家助
学贷款资助上限为每人每年
6000元。 ■据新华社

教育

全日制本专科生
助学贷款上调了

本报7月25日讯 为防止环卫工人中
暑，长沙环卫部门启动了高温天强制午休
制度。休息时间根据气温而定：35℃以上，
中午12点到下午1点半为午休时间；37℃
至39℃，下午2点以后才能上路；39℃以上，
必须从上午11点午休到下午3点。 同时，各
区环卫管理人员加强巡查力度， 发现有身
体不适的工人，立即安排休息，并且随身携
带防暑降温药品，以备应急之需。另外，长
沙年内还将建50个环卫工人工班房， 首批
10套工班房下月投入使用。 ■记者 吕菊兰

政令

环保

长沙启动环卫工
强制午休制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