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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近几年已成为高铁交汇
的城市，每天南来北往的客流不断
倍增，带动湖南的经济繁荣，消费
水平逐年提升，引来国内外知名的
大型企业关注，投资意愿增强。

2016 年， 湖南人将可以吃
到自己产的更多品项康师傅系
列食品了。 11 月 15 日，记者从
湖南省商务厅获悉， 康师傅湖
南饮品、 方便面生产基地项目
落户长沙宁乡国家级开发区，
这一项目是湖南今年目前最大
的外资食品项目， 总投资 3 亿
美元，占地 650 亩，拟于今年内
动工，2016 年正式投产，预计可
实现年产值 70 亿元、年税收贡
献 4.6 亿元。

康师傅将带动地方农产品的发展

康师傅此次之所以选择长沙
宁乡国家级开发区， 主要是长沙
市政府领导重视与支持并提供了
良好的投资环境， 以及宁乡良好
的食品产业发展前景。 康师傅华
中区董事长张百清表示， 湖南市
场对康师傅的发展非常重要，他
们十分看重湖南丰富的农产品资
源，今后将通过工业化带动，提高
本地采购， 持续推动湖南农业产
业发展。

康师傅布点湖南， 例如对湖
南的茶叶产业是一大利好消息。
湖南茶叶产量居全国前五位，至
2013 年， 全省茶园面积已达 182
万亩，产茶 16.5 万吨，茶产业综

合年产值突破 500 亿元。 张百清
表示，“康师傅有很强的研发能
力， 今后可有计划性对湖南的农
产业多接触多了解， 研究开发符
合可量化产销的有湖南地方特色
的新产品好产品。 ”

二季度方便面口碑报告， 康师傅
登顶

10月 14日，国家统计局中国
统计信息服务中心(CSISC)发布
了《2014 年第二季度中国方便面
品牌口碑研究报告》（以下简称
《报告》）。这份基于互联网消费者
口碑大数据挖掘的报告，共计 22
个中国市场表现比较活跃的方便
面品牌， 接受了民意好口碑的公
平监测和比较研究。

综合品牌知名度、 消费者互
动度、质量认可度、企业美誉度、
产品好评度和品牌健康度 6 项口
碑指标，康师傅以品牌口碑度、品
牌知名度、消费者互动度、品牌健
康度等六个方面的综合突出表
现，位列第一。

康师傅控股有限公司主要在

中国大陆生产和销售方便面、饮
品等， 近年来康师傅屡次获得各
界认可 ：2013 年实现销售收入
109.41 亿美元， 连续六年获得福
布斯亚洲 50 强称号，品牌价值高
达 14.98 亿美元；2014 年 8 月全
球 100 家最具创新力公司， 康师
傅控股上榜。

台湾猪油未进大陆， 康师傅安全
无虞

近日，台湾正义公司从越南
大幸福公司进口饲料油用于生
产食用猪油事件已沸沸扬扬。 国
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新闻发布
会发言人范丽清屡次就此事指
出，大陆质检部门对台湾猪油事
件极为重视，据国家质量监督检
验检疫总局发布消息表示，经
查，“2013 年以来，大陆没有从台
湾进口过食用猪油脂”。 国防部
新闻发言人杨宇军也表示，因为
食品安全关系到国计民生，全社
会都非常关注，军队当然也不例
外，关于台湾有关公司发生的食
品安全问题，国台办发言人已经
作了回应。

此次事件最受牵连的是顶新
投资大陆的康师傅控股公司。 华
中区康师傅武汉公司总经理陈永
金表示，康师傅品牌是民族品牌，
康师傅公司长期围绕“一个核心，
六个放心”运作，以食品安全为核
心， 通过在供应商选择、 产品原
料、 生产环节等严格把关来保证

食 品 安 全 。 于 1999 年 通 过
ISO9000 质量认证体系，2007 年
通 过 C 标认 证 ，2009 年 实 施
22000 食品安全质量管理认证体
系， 与政府监管部门一起为消费
者构架一道从原料到成品的严格
安全防线。 陈总很自豪自己就是
一个食面达人， 对于方便面尤为
热衷： 对公司生产产品更是用近
乎挑剔的标准品评、要求。谈到此
次油事件的牵连， 陈总激动之情
溢于言表， 对于网络上别有用心
的言论、 歪曲事实的诽谤表示非
常愤慨、 更觉委屈无奈、 痛心疾
首。但作为行业领头羊，将更好的
管理好企业， 严格遵守国家相关
法律、法规，恪守本份，承担社会
责任， 为消费者提供更安全可靠
方便美味的产品。

深耕行业创新科技， 赢得消费者
认可

保障食品安全， 为消费者提
供最好的产品， 并不只是口头上
的承诺， 康师傅通过不断地创新
科技，将此变成了现实。在由中国
食品科学技术学会组织有关专家
进行的“方便面创新技术及新产
品专家鉴评会”上，专家一致认为
康师傅在方便面的创新项目中取
得了突破性进展， 集成创新技术
水平居国内领先， 具很高的应用
价值和市场开发潜力。

以创新方便面“纸碗”、“纸
杯”为例，为了落实环保倡议，康

师傅作为最大的方便面生产企
业，通过创新双层中空设计，在确
保食品安全的条件下， 减少对原
生纸浆的依赖，每年减少 65 万棵
树木的砍伐， 并大幅节约生产原
生纸所额外耗费的电能与水资源
三分之二。

康师傅方便面今年创新研发
推出的“爱鲜大餐”、“面霸煮面”、
“脆宽趣”， 受到不少消费者的青
睐好评，其中“爱鲜大餐”是康师
傅经 8 年潜心研究，耗资 5000 余
万创新推出， 采用创新性四层符
合技术和熟化蒸面与两段干燥的
非油炸工艺，面体熟化更充分；而
突破性的冻干大肉片及五彩配
菜， 亦使汤汁风味更加天然、浓
厚， 该面饼采用创新蒸煮热风干
燥技术， 使面饼做到几乎不含脂
肪，并保留了小麦的原味营养，打
造鲜面口感， 创新的扣盖式包装
保温性能好， 给消费者带来更多
的方便。

康师傅的努力自然获得了消
费者的认可，记者了解到，2014年 9
月，康师傅方便面、康师傅饮品及
百事可乐等产品参加长沙红星国
际食品展，丰富多彩的产品及区域
地方口味赢得消费者一致好评。
2014 年 11 月 1 日 2014 年大学生
至爱品牌狂欢节“暨第九届大学生
至爱品牌评选颁奖典礼”上，康师
傅方便面脱颖而出，荣获“2014大
学至爱品牌”奖。

■记者 潘海涛

康师傅投资 3亿美元长沙建厂，2016年正式投产
二季度方便面口碑报告，康师傅荣登榜首，康师傅华中区陈永金总经理承诺持续坚持安全第一品质原则！

SUV进化解析：新奇骏让驾驭变得更简单
近几年来， 中国车市渐渐进

入低速增长的成熟期，但 SUV车型
却大行其道，市场增速丝毫未减。
究其原因， 与其始终以消费者需
求为中心，围绕着“智能化 + 人性
化”两个基本点不断进化发展，使
其更舒适、易用，让更多消费者更
易操作有着根本的关系。城市 SUV
亦是如此。

以更易操作为目的，
SUV不断进化

在 SUV 车市形成之初，人们
对 SUV 的印象是切诺基、JEEP
等纯越野车型， 这些产品拥有足
够强悍的动力和越野性能， 令人
血脉贲张的硬汉气息十足。 但美
中不足的是， 因产品定位和科技
相对落后， 它们技术运用相对粗
糙，也无智能配置可言，更谈不上
人性化设计。

如此一来，早期的 SUV 产品
对驾驶者的技术要求就有一定门
槛。 如决定越野性能的差速锁采
用机械式操作，虽然实用，但极为
不便。 机械差速锁需要驾驶员能
够准确判断附着力差的车轮，并
通过手动将其锁定实现动力的再
分配，以达到脱困目的。 另外，若
遇到上坡熄火， 技术不娴熟就很
容易发生危险。

此后， 随着消费水平的提

高以及汽车技术的发展，SUV
开始朝着智能化、人性化的方向
迈进。 丰田 1994 年推出“为公
路而生”的 RAV4，定位在比轿
车越野能力好，又比全尺寸 SUV
省油的“城市 SUV”，正好满足了
那些平时在市内代步，偶尔去郊
外旅行的消费者。 2003 年，率先
融入轿车化技术的本田 CR-V
的推动，使“城市 SUV”一跃成
为 最具 竞争 力的 SUV 品 类 。
2010 年，途观上市，凭借良好的
品牌背景和产品力， 将“城市
SUV”带上了巅峰，与 CR-V 携
手统治细分市场数年。

不过，在市场火热的背后，众
多城市 SUV 由于过分偏重城市
性能，而导致越野性能缺失，城市

SUV 变成了“只城市，不越野”的
“增高加厚”的轿车。 曾火热多年
的 CR-V，因不具备被称为“越野
车性别鉴定器” 的差速锁而遭人
诟病。 另一方面，现有绝大多数城
市 SUV 在智能化配置和人性化
配置方面， 已渐渐不能满足人们
的多元化需求。

在这样的背景下， 更为智能
化和人性化的新奇骏应运而生。
新奇骏以 X-Touch 全感科技为
核心， 采用日产全球顶尖的技术
研发， 形成了集超级四驱系统、
3A 公路稳行系统、ITS 预警式整
体安全系统、 零压力舒适座舱、
IPA 自动泊车辅助系统等一系列
智能科技于一身的强大产品力。
如此，新奇骏不仅具备了“城市 +

越野” 的全能产品力， 还被称为
“最聪明”的 SUV，满足消费者全
方位需求的同时， 让消费者的驾
驭变得更为简单轻松。

最“聪明”SUV，
新奇骏引领进化潮流

新奇骏的超级四驱系统，整
合了 4×4-i 智能全模式四驱系
统 、YMC 动态扭矩控制系统 、
B-LSD 电子制动差速锁、 陡坡
缓降控制系统、上坡辅助系统等
科技配置， 让越野变得格外轻
松。 B-LSD 电子制动差速锁只
需一键操作，便可实现“交叉轴”
情况下的脱困；上坡辅助系统可
在上坡熄火时无需制动静止 2
秒，从而实现轻松坡起；下坡辅
助系统则能够根据事先预设的
4-15km 速度区间匀速下坡，无
需让驾驶员亲自制动。

除了在越野方面大大降低
操作门槛，新奇骏的城市性能也
格外智能。 新奇骏凭借 3A 公路
稳行系统，达到了精准、平稳的
过弯水准。 3A 公路稳行系统包
含 ARC 主动行驶舒适控制系
统 、ATC 主动循迹控制系统与
AEB 主动发动机制动辅助系统，
能够识别转向不足及过度趋势，
通过智能调节车轮转速和制动，
使过弯操作简单轻松。

在行车安全方面， 新奇骏集
BSW 变道盲区预警、LDW 车道偏
离预警和 MOD 移动物探测预警
于一身，形成 ITS预警式整体安全
系统， 实现对路面情况实时预警。
ITS 预警式整体安全系统配合
VDC 车辆行驶动态控制系统 、
TPMS 胎压监测系统、AVM 全景
式监控影像系统，让新奇骏具备了
同级最强的主动安全保护。

此外， 新奇骏首屈一指的人
性化设计也为驾驶者带来绝佳的
舒适感受和实用性。 模拟太空环
境开发的“零重力”健康座椅，为
长期行车驾驶提供了重要的舒适
保障； 智能感应式全电动尾门仅
需在尾门相应区域感应操作，即
可自动开启后箱， 而尾门的关闭
也可以通过一键操作完成； 集成
三种车位泊车模式的 IPA 自动泊
车辅助系统， 让停车入位更安全
便捷。 这些人性化的配置，让新奇
骏的驾乘舒适性、 安全性极大提
升，为消费者日常工作、生活使用
提供了更大便利。

SUV 从一开始以狂放不羁
的越野能力为人称道， 到随后
城市 SUV 大行其道 ，再到最后
将公路行驶和越野性能合二为
一，SUV 的发展目的都是为了
更容易操控、 适合普遍的消费
需求， 而新奇骏就是这条进化
路上的最新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