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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回应

福特金牛座
以实力成就时代先锋

在 2016 年新旧交替的中
国车市， 长安福特最新旗舰车
型福特金牛座可谓大放异彩，
频频登上各大媒体奖项榜首，
上市仅两个多月的时间， 便接
连斩获 15 个重量级媒体大奖，
凭借精准的定位和卓越的产品
力惊艳中大型车市场， 给原本
波澜不惊的中大型车市场带来
一股新的力量。

福特金牛座已经一路收
获了包括《汽车族》中国 2016
年度车型、爱卡汽车年度车型
大奖、汽车头条年度中高级轿
车奖项、《北京晨报》第九届北
京人心中最有价值年度商务

汽车品牌、新华网年度最佳新
车、搜狐汽车年度新车大奖最
佳中大型车、《经济观察报》年
度科技商务座驾、 网易汽车
2016 年度新车总评榜年度商
务座驾、 凤凰网年度行政级
车、《轿车情报》年度中高级商
务车、《快车道 FM》 中高级车
大奖、《名车志》 年度十佳车
型———年度 Drivestyle 大奖、
《中国汽车报》 年度消费车型
大奖、《中国青年报》绿色环保
年度车大奖、 汽车头条 2015
年度创新设计奖在内的 15 个
重量级奖项，受到的认可绝对
是兼具广度与深度。

东风标致 3008 为爱护航 带你逐乐回家路
春节， 这是每个人都期待已久的

日子，在外漂泊的游子们，终于可以回
家与家人团聚。主张“活，该快乐”的东
风标致 3008，凭借“T+STT”高效动力
组合， 完美地解决了消费者的春节出
行难题。

高效动力拉近幸福距离
众所周知， 城市 SUV 车型离不开

强劲的动力性能，这也是很多车主选择
城市 SUV最首要的参考条件。因此，为
了得到更多消费者的推崇，3008 力争
做到节能环保的同时又保证其充沛的
动力输出。 东风标致 3008 采用的
1.6THP 涡轮增压直喷发动机， 连续 8
年荣膺“国际年度发动机大奖”。 机身
采用全铝合金轻量化设计，Twinscroll
双涡道涡轮技术的应用，让 3008 发动
机拥有低爆发点的同时，保证了车辆优
越的加速能力， 发动机仅 1000 转时，

涡轮便开始介入工作，并在 1400 转时
持续输出 245牛米的峰值扭矩。高效动
力让您与家人的距离不再遥远，3008
为您带来激情驾驭体验的同时，同样为
您打造出一条愉悦的出彩回家路。

科技配置畅享无忧旅程
在舒适性上，3008 的智能科技配

置会给您带来豪华的驾驭体验，一扫旅
途中的辛苦。 3008 所搭载的电动可开

启全景天窗， 以 1.06 平方米的超大尺
寸， 带来开阔视野与绝佳的采光体验。

“Mirage幻影式战斗机驾驶舱”让漫长
的回家路不再枯燥无味，7 英寸彩色触
控屏多媒体系统功能强大，支持手写输
入，导航多媒体等一应俱全，便捷的操
作和直观的显示让复杂路段不再困扰
驾驶。 有 3008 智能科技配置做后盾，
回家之路的幸福指数随之飙升！

东风标致 3008 为消费者准备了
一份厚礼，全面满足逐乐族们的快乐需
求。 即日起至 2016年 2月 29日，东风
标致隆重推出“0 元保养狮王加免”年
终感恩钜惠！ 购买东风标致 3008不仅
赠送 3 年常规保养， 还免去车辆购置
税、车船税、交强险、上牌费和贷款利
息。 这就是全部？ 当然不！ 东风标致
3008还推出首付低至 20%， 最低仅为
3.19 万元，5 年低月供的优惠政策让您
一省再省！

力挫群龙 频登榜首

美国密歇根州警方21日凌
晨宣布， 已将涉嫌20日连环枪
击案的犯罪嫌疑人逮捕归案。

这名嫌疑人是手机打车软
件“优步”的一名司机，他在枪
击事件中颇为“淡定”，不仅“随
意”射杀路人，在更换开枪地点
的间隙还开车接送乘客。 警方

称， 这起连环枪击事件已造成
至少六人死亡，两人重伤。

批评者认为， 优步公司的
司机背景审查存在漏洞。而优步
公司坚称， 公司有额外审查程
序，包括收集司机的详细资料信
息，并通过调查机构和数据库对
其进行审查。 ■均据新华社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约翰·柯
比21日表示， 由于朝鲜方面并
未致力于实现半岛无核化，美
方拒绝朝方提出签订和平协
定的相关提议。

《华尔街日报》近期刊文
称，在朝鲜今年1月6日进行核
试验前数日，奥巴马政府已经
“秘密同意” 与朝方举行旨在
正式结束朝鲜战争的对话，然

而核试验令美朝双方在纽约
联合国总部举行的“试探性接
触”戛然而止。

同一天，韩联社报道，韩
美海军陆战队下月实施“双
龙训练” 时将加强内陆作战
训练， 而训练目的在于培训
迅速深入朝鲜内陆， 破坏其
核与导弹基地等核心设施的
作战能力。

英媒报道称，日前，英国竞
争和市场管理局（CMA）对英
国一些网站存在的虚假评论情
况进行了查处， 其中就包括亚
马逊以及著名的旅游点评网站
猫途鹰（TripAdvisor）。

调查人员称， 已经在亚马
逊网站上发现了一些很明显的
虚假评论， 从亚马逊主打的书
籍到电子产品， 均存在虚假评
论。

对此， 英国广告标准管理
局称， 每年顾客因受到这些虚
假评论影响进而产生的“浪费
消费”，可能多达233亿英镑。

图书、电子产品
均存虚假评论

报道称， 如今消费者的消
费意向， 已和网站上的评价密
不可分。但是，一些商家为了获
得更多的顾客信赖， 在评论里
人为的“刷好评”，并故意给竞
争对手写差评， 而这些网站对
此却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此外， 据英国竞争和市场
管理局相关人士透露， 调查人
员已经在亚马逊网站上发现了
一些很明显的虚假评论， 从亚
马逊主打的书籍到电子产品，
均存在虚假评论。 在猫途鹰网
站上，这种情况也存在。一些真
正好的酒店、 餐馆可能并没有
得到相应的访问量和回馈，反
而是一些使用了不正当竞争手
段的商家在好评榜上位居前
列。

很多网站涉嫌评论造假

英国竞争和市场管理局发

言人称， 当局已经对此事开展
深度调查。 商家的这种刷好评
并抹黑竞争对手的行为， 涉嫌
违反《保障消费者免于不公平
交易条例》，将会面临起诉并被
责以大额罚金处罚。

英国竞争和市场管理局此
前调查显示， 很多人被指故意
撰写负面评论勒索相关企业以
牟利。此外，评论网站还可能不
公开负面评论， 以帮助相关公
司解决某些消费者投诉。 其研
究发现， 英国有54%的成人会
使用网上评论， 其中很多人认
为这些评论很有价值。 据该机
构估计， 潜在受在线评论影响
的消费者消费金额可达233亿
英镑。

甚至盗号写假评论

英国广播公司一项调查揭
示， 如今存在一个全球性的虚
假评论撰写市场， 这些虚假评
论撰写者甚至通过窃取账号来
添加评论。例如，一个贷款网站
上出现了一名来自纽约名为格
里芬的人发布的正面评价。但
事实上， 格里芬在七年前就已
在车祸中丧生。

英国广播公司这一调查还
采访到一名孟加拉学生， 这名
学生以每条5美元的价格撰写
虚假评论。

此外， 英国竞争和市场管
理局还调查了企业付费给博客
作者，为自己进行推荐的情况。
他们发现， 有供应商向博客作
者支付100英镑到500英镑的
价格， 让他们在自己的博客里
为自己的产品或服务打广告。

书籍等产品评论造假 亚马逊被查
调查：每年因虚假评论影响产生的“浪费消费”或达233亿英镑

报道称，2013年， 全美网站数
量超过7700个，其中全球最大的旅
游者社区与旅行点评网站猫途鹰
每周的访问量高达109万次， 排名
同类网站第4名。截至目前，该网
站上用户评论超过6000万条。

20世纪90年代末，亚马逊网站
一上线就大获成功， 最大的功臣
也是在线点评服务。

购物评论网Reevoo的研究显
示，10-30条评论带来的购买转化
率超过3%，50条以上评论的购买
转化率则升至4.5%。对于日均访问
量上千的零售商来说，3%-4.5%的
购买转化率已是相当可观。

还有一个令人吃惊的事实：
差评也有助于提升购买转化率。
Reevoo研究称，68%的消费者更愿
意信任那些收到褒贬不一评论的
商家。 ■据法制晚报

对此， 亚马逊的回应称，
“我们已经出台了一系列的机
制来进行审查， 我们的目标是
使审查尽可能为客户所用。”

而猫途鹰称，“我们目前约
有300名员工组成了专门的团
队， 对这些可疑的评论进行检
测，并得出报告。”

亚马逊称进行审查
猫途鹰表态组建专门团队

印度警方2月21日说， 首都新德里的哈里亚纳邦发生的骚乱已持续
一周，死亡人数已上升至19人，另有数百人在骚乱中受伤。骚乱源于一个
叫做“贾特”的种姓群体要求政府针对弱势群体和社团出台就业、医疗等
方面的福利政策，但遭到政府和印度最高法院的拒绝。 新华社 图

市场观察

10-�30条评论
购买转化率超3%

震惊！美优步司机杀人、接活两不误

美国拒绝朝鲜商谈和平协定提议

印度骚乱蔓延
死亡人数升至19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