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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的家庭中央空调 6年包修 扯下了谁的遮羞布
回顾近几年国内中央空调市场的

发展，完全可以用四个字形容：国进外
退。 一方面，昔日雄霸市场的外资品牌
正逐渐走下技术“神坛”，甚至被国产品
牌赶超；另一方面，由美的中央空调发
起的 6年包修服务，稳、准、狠地击中了
外资品牌的“软肋”。在 6年包修承诺面
前，国产品牌接连跟进，而外资品牌纷
纷选择“噤声”，这一戏剧性局面也引来
热议。 有业内人士认为，在家庭中央空
调领域，一场国产品牌针对外资品牌的
服务“围剿”或将拉开序幕。

面对家庭中央空调行业的服务
“潜规则”，美的中央空调率先推出家庭
中央空调及空气能热水器 6 年包修服
务。 自 2014 年 7 月 1 日起购买的美的
家庭中央空调产品、10 月 1 日起购买

的空气能热水器均可享受 6 年包修服
务。 值得一提的是，美的“包修”服务不
同于以往其他品牌惯用的“保修”，只要
不是用户人为损坏造成故障，维修服务
即可享受全免费。

美的中央空调国内市场部部长黄
国强表示：“近几年来，美的中央空调全
面实施“精品战略”，要求产品品质向国
际一流水准看齐，指标达到或者超越外
资品牌。 如今，美的中央空调许多产品
在技术水平、产品能效、使用功能等方
面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远远超过了
市场上的普通产品。此次推出家庭中央
空调及空气能热水器 6 年包修承诺的
背后，是我们对产品充满了信心。 ”

如此“冰火两重天”的政策差异也
直接作用到终端，笔者走访家电卖场发

现，有很多持币待购的消费者明确表现
出对 6年包修政策的欢迎。一些消费者
表示，外资品牌的家庭中央空调保修年
限太短，新机器前两年也用不出什么大
毛病，等真需要维修的时候保修期早过
了。 国产品牌“6 年包修”就可靠很多、
实在很多， 真真正正为消费者着想，保
护消费者的权益，而且现在国产品牌的
技术也丝毫不落后，在加上终端以及服
务网点很多，让人更放心。

作为国内中央空调行业的领头羊，
美的中央空调联合空气能热水器共同
推出“6 年包修”政策，既彰显了领导品
牌的社会责任感，也反映出美的中央空
调敢为人先，打破常规，引领行业步入
新时代的决心与气魄。

专治各种不服 解析王牌钢炮
308S“T+STT”高效动力

在不久前的广州车展
上，中国媒体、车迷们期待
已久的东风标致 308S 终于
揭开了神秘面纱。 其实早
在尚未公布命名的时候，中
国市场就已经对这款“超级
智能运动型车 ” 满怀期
待———它的原型“王牌钢
炮”标致 308在海外名声大
噪。 而此次 308S的亮相，除了原
汁原味引进海外版车型的顶级
品质外，其搭载的“T+STT 高效
动力”更是让国内消费者和媒体
尖叫连连。

作为东风标致全面丰富产
品布局的战略产品，308S 由全新
引入的 EMP2 模块化平台生产，
整车技术保证了与海外版的高
度一致，特别是其搭载的“E 动战
略”核心“T+STT 高效动力”，完
整带来了享誉全球的 1.6� THP、
1.2� THP 涡轮增压直喷发动机
以及 STT发动机智能启停系统，
并针对中国消费者需求加入了
1.6L� CVVT 技术发动机的选择。
进入中国的“王牌钢炮”同样拥
有让人热血沸腾的极限动力，以
及全球化的节能经济性和环保
理念。

虽然 308S 并非首个使用

“T+STT高效动力”的车型，但搭
载这一动力组合的“王牌钢炮”
308S 无疑将带来更加完美而纯
粹的运动性能。值得一提的是，海
外版标致 308在今年的日内瓦车
展被评选为“2014 欧洲年度车
型”， 看看该奖项 2013 年的得
主———高尔夫 7，海外版标致 308
的实力可见一斑。

来到中国，东风标致 308S 在
最大程度上保持了原汁原味的国
产化， 与曾在“欧洲年度车型”、
“国际年度发动机大奖”屡次博弈
的天生之敌高尔夫 7， 迎来从欧
洲到中国的又一次相遇。

而东风标致 308S 作为一款
“超级智能运动型车”所展现出的
欧洲顶级品质及劲爆动力表现，
不仅是消费者的福音， 更将开启
同级别车型超级智能运动的全新
纪元。

网曝《西游记之孙悟空
三打白骨精》演员敲定

知名娱乐爆料人“娱大侠”在
微博爆料，称《西游记之孙悟空三
打白骨精》演员阵容已确定：郭富
城，周润发，巩俐，冯绍峰，小沈阳
将会出演， 并详细罗列出各演员
所扮演的角色。娱大侠微博原文：

将于 12月份开拍的《西游记之孙
悟空三打白骨精》主演确定：郭富
城，周润发，巩俐，冯绍峰，小沈
阳。 如果没变动的话，冯绍峰演唐
僧，郭富城演孙悟空，小沈阳演猪
八戒，巩俐演老白骨精！

双 12电商情感营销渐成趋势 国美在线引领营销升级
在双 11 创造了销售增长新纪录的

国美在线再次主动出击，以“12.12 就要
爱个购”为大促主题，大打情感营销组
合拳， 重点关注用户体验与服务提升，
率先引领电商营销方式升级。

据了解， 此次双 12 国美在线是在
三家电商中最早出招的，12 月 3 日即
打响揭幕战，紧紧围绕“爱”的主题，满
足不同人群的需求，陆续推出“爱的初

响炮”、“男人爱变型”、“辣妈爱美丽”、
“吃货爱食惠”、“决战 Double� 12” 等为
不同人群打造的专场活动。

同时， 国美在线以“众筹爱心赢
1212 红包” 独特玩法引爆移动端情感
互动，用户可通过朋友圈众筹“爱心”方
式来获得更多数额的红包，红包金额最
高 1212 元， 充分调动微信用户的参与
热情。

另一方面，国美在线与即将上映的
电影《微爱》达成战略合作，玩起跨界营
销，Angelababy、陈赫等当红一线明星为
国美在线此次双 12 助阵， 演绎“12.12
就要爱个购”的主题。

国美在线以过硬的综合实力配合
趣味与温情并存的营销方式，有望在双
12创造新的消费热潮。

平安与太平洋保险入驻 360来店通 破解移动营销困局
自在 10 月数字大会上首次亮相

后，360 来店通一直备受业界与商家关
注。 上月底，360 高管在解读第三季度
财报时透露，目前来店通已有数十万商
家注册使用。 合作对象涵盖了餐饮、快
递、电信、航空、金融等各行业，包括平
安车险、太平洋保险等知名品牌已纷纷
入驻 360来店通。

据了解， 自入驻 360 来店通以来，

太平洋保险的移动端营销更加丰富多
元化。 例如，联合 360 来店通推出三重
好礼送不停的活动， 无论是 4999 元车
险免单的大奖，还是 500 元的轮胎保障
服务或者 50 元支付宝集分宝奖励，都
吸引了大量用户的积极参与，移动端营
销转化率明显提升。

综合来看，360 来店通能够显著体
现在移动营销上的内容主要体现在两

点：精准和实效；对目标消费人群的更
精准定位，同时能够及时的感知到消费
者的需求， 快速的实现营销的精准反
应，这才是 360 来店通能够带给企业的
更强大营销目标。

可以看出，这也是未来更多的保险
企业，保险行业对待移动营销的一种态
度和模式， 从强迫式需求到需要式需
求，将会是保险行业的巨大转变。

12月5日， 我省首家农
民粮食学校湖南省农业广播
电视学校卫红粮食分校在宁
乡正式挂牌， 将主要承担专
门培育培训农村实用人才的
任务。

据了解， 目前湖南正在
探索建立新型职业农民认定
制度，将分高、中、低三级，认
定新型职业农民， 已在常德
市、宁乡县、醴陵市等12个县
市进行试点培育，按计划，湖
南力争到2017年全省培育新
型职业农民达10万人。

■记者 肖祖华

派“奖”双色球，惊“彩”二重奏。双色
球自2014124期启动第9次亿元派奖活动
以来，形成了新一波投注热潮。本次活动
派奖总金额高达5亿元， 另一大亮点是史
无前例地同时对一等奖和二等奖进行派
奖，因此，彩民朋友在追击双色球头奖的
同时，还可享受双色球派奖带来的“快乐
二重奏”。

自双色球第2014144期（2014年12月
9日开奖结束起售）至双色球第2015011期
（2015年1月25日）， 双色球将连续进行20
期二等奖派奖。如此安排，不但可以使广
大彩民在长达4个月的时间内享受一等奖
派送带来的持续期盼，而且还能在岁末年
初的时候进一步感受到二等奖派送的意
外惊喜。

二等奖派奖期间，每期从双色球调节
基金中拨出500万元用于二等奖派奖，但
不由所有二等奖按注均分，而是由当期中
得“幸运蓝色球号码”的二等奖按注均分，
单注派奖奖金最高封顶500万元。“幸运蓝
色球号码”是每期双色球在摇出蓝色球基
本中奖号码后，用同一摇奖机从剩余的15
个蓝色球号码中再摇出1个幸运蓝色球号
码， 作为当期二等奖派奖的专用号码。如
果中得二等奖的彩票投注的蓝色球号码
与幸运蓝色球专用号码相符，即中得二等
奖派奖奖金，幸运蓝色球号码只对当期二
等奖派奖有效。 ■湘福彩

双色球派奖二重奏
即将开始
第2014144期起
连续进行20期二等奖派奖

盛大金禧董事长盘继彪：互联网金融颠覆时代

盛大金禧旗下“千店贷”上线
资讯

我省首家农民
粮食学校挂牌

日前， 亨氏全球最大的
婴幼儿米粉生产基地在广东
省佛山三水正式投产， 占地
80000平方米。加上本次落成
的三水工厂， 亨氏在中国共
计运营7家工厂。

亨氏相关负责人表示，
三水米粉工厂投产以后，亨
氏在中国的米粉日产能较目
前提升33%。“工厂生产的米
粉全部用于满足供应中国市
场需求。”亨氏全球首席执行
官Bernardo�Hees表示 。另
外， 新生产基地还将落成一
个全新的世界级中心实验
室，建立更强的检测能力，将
大大提升食品安全的保障。

■记者 肖祖华

亨氏最大米粉
工厂在华投产

互联网金融大潮来袭，
这其中当然少不了湖南互
联网金融企业的身影。

在12月5日于湖南红星
国际会展中心开幕的“2014
湖南 (长沙) 投资理财博览
会”上，盛大金禧金融集团
旗下O2O投融资交易平台
“千店贷”正式上线，成为逐
鹿互联网金融的重要力量。

O2O投融资交易平台
“千店贷”上线

三湘都市报记者获悉，
此次投资理财博览会由盛
大金禧金融集团全程独家
总协办。

湖南省投融资商会会
长、盛大金禧金融集团董事
长盘继彪，集团副总裁徐砺
寒，盛大金禧湖南子公司总
经理朱锴泉、“千店贷”总经
理王金阳及湖南区域各分
公司总监等出席了此次发
布会。

盛大金禧金融集团董
事长盘继彪表示， 近年来，
互联网金融发展迅猛，挑战
与机遇如影相随。盛大金禧
借互联网金融颠覆时代之
势，推出“千店贷”互联网金
融理财产品。即在原有线下
投资理财产品的基础上，结
合互联网技术，成立线上与
线下相结合的O2O投融资
交易平台。

“千店贷” 凭借这种模
式，可以利用盛大金禧自身
的强大品牌实力、风险控制
能力， 大大降低融资风险，

从而确保平台能长久化运
营，保护投资者利益。

发布会现场，“千店贷”
运营总监陈伶就这一全新
的互联网金融理财产品进
行了详细介绍。“千店贷”简
易的操作流程、完善的风控
体系赢得了市民们的支持
与信赖。

致力打造社区金融超市

在盛大金禧展区，“千店
贷”创新推出“金融超市”的
概念， 有着迥异于其他展区
的超市景象。这一创新理念，
引来市民们的广泛关注。

盛大金禧金融集团董
事长盘继彪对此解释道：
“‘千店贷’的线下服务将以
结合社区超市、便利店等形
式深入到普通老百姓的日
常生活中。2015年， 将在长
沙地区打造独一无二的社
区金融超市1000家，打通社

区金融服务最后一公里，让
大家享受到生活便利的同
时，得到更多的金融增值服
务，真正地将金融服务与生
活服务紧密结合在一起，享
受到金融改变生活的乐趣。
计划到2018年，‘千店贷’将
覆盖全国。”

盘继彪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还表示，发展普惠金融
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
深化金融体制改革的重要
内容，对于金融服务实体经
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普惠
金融的目的就是解决普通
大众、小微企业难以获得金
融服务的问题。

而盛大金禧推出“千店
贷”这一互联网金融理财产
品，并决心打造覆盖千家万
户的金融超市，也是响应国
家号召，让民间金融真正走
进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

■记者 蔡平
通讯员 汪沛 邓红丽

盘继彪在“千店贷”上线仪式上致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