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月31日，长安马自达“致
生活·不辜负———2018粉丝盛
典” 在长沙举行，200多位来自
全国各地的用户代表齐聚一堂。
盛典上宣传，2018年长安马自
达实现服务全面升级，包括零距
离入会、 积分兑换直抵现金；购
买第二代Mazda� CX-5和新
Mazda3�Axela�昂克赛拉，可
享2年24期贷款零手续费、零利

率； 置换购买长安马自达品牌新
车， 可享最高8000元置换补贴；
购买长安马自达品牌认证二手
车，最高可享7000元购车贷款贴
息等；节假日期间，长安马自达将
在全国高速道路开通68个“驭马
驿站”，为用户提供应急售后服务
终端店费用100%透明、一次修复
率98%以上、基础保养项目（含30
项检查）45分钟完成。 ■胡锐

长安马自达2018粉丝盛典在长举行

3月31日，奥斯卡名车中心在
长沙南二环开门营业。 这家二手
车交易平台主要定位百万级二手
豪车的回购与销售。“只做豪华、车
龄5年内，里程6万公里以内的准新

车。”该中心负责人表示，他们店的
车源来自全国各地的合法中规豪
车，价格基本上是新车的五折。另据
介绍，46%的豪车开1-3年就被卖
掉，平均换车周期为3-6年。■胡锐

长沙新增一豪华二手车店

3月28日，曹操专车在湖南
长沙召开了媒体沟通会， 就曹
操专车在长沙的发展现状以及
发展方向等问题做出阐释。

去年8月，曹操专车作为吉利
集团投资的互联网＋新能源出行
服务平台入驻长沙， 成为长沙第
一家绿色出行专车品牌。据悉，曹
操专车在长沙投入运营的均为吉

利帝豪EV纯电动专车，零油耗、零
排放、零污染、零噪音，共同呵护了
“长沙蓝”。

据了解，曹操专车采取“新能
源汽车+公车公营+认证司机”的
B2C运营模式，首创“驾驶员岗位
素质测评模型”，每一位司机在接
受正式培训前都需通过心理测评
才能完成报名。 ■胡锐

曹操专车阐释在长沙的发展方向

2018.4.4��星期三 编辑 吴岱霞 图编 言琼 美编 聂平辉 校对 曾迎春A12 经济·行业

近日， 以抖音App为代表
的短视频热潮席卷了餐饮界和
相关餐饮连锁品牌。3月29日，
在海底捞、coco奶茶等餐饮店，
三湘都市报记者发现， 不少顾
客的点餐方式从看菜单变成了
看手机，“抖音” 甚至成为点餐
暗号。 而不少餐饮企业也反应
迅速，主动推荐相关单品。

业内人士分析， 网友自发
分享的短视频内容给人以真实、
亲近、有冲击力的感觉，更具互
动性，而互联网零成本营销能否
为餐饮企业打开新世界的大门，
仍需产品的后续体验良好。

【走红】“抖音”成点餐暗号

“抖字还没说出口，服务生
就表示已经知道啦。”3月29日，
在coco奶茶五一广场店， 正想
尝试该品牌一款抖音走红新品
的吴小姐表示， 本担心有好几
种配料的网红奶茶点餐时说不
清楚， 没想到点单服务员早就
心领神会了。

与此类似的，还有答案茶、
海底捞、巴奴毛肚火锅等餐饮，
在抖音网友拍下短视频分享之
后，其部分单品或是“新式”吃
法被迅速带红， 随之引发抖音
主力用户90后、95后的大量跟
风消费。

在长沙海底捞黄兴广场店，
抖音款酱料、自制番茄牛肉饭、锅
底也是最近的“爆款”。3月29日
中午，店员告诉记者，在接待的9
桌客人里，询问或者下单“自制番
茄牛肉饭”相关菜品的就占到五
桌，“连小料台上牛肉粒和芹菜粒
的消耗都是之前的两三倍。”

【分析】商家需关注体验感

不难发现，在海底捞、coco
奶茶、答案茶等“坐收”抖音炒
热的第一波红利之后， 更多的
餐饮品牌也瞄准了这块风口。
如西贝莜面馆此前就尝试鼓励
员工以个人名义在抖音上进行
品牌展示。记者搜索发现，抖音
账号为“光哥”的西贝员工赵晨

光， 以自己在店中搓莜面的抖音
视频，已获超63万点赞量。

“这样的创意搭配很容易因
为好奇而去模仿， 并且参与感极
强。”某互联网用户体验研究工程
师王泽明表示， 抖音上大量的视
频内容给人以真实、亲近、有冲击
力的感觉，“再加上拍视频传到网
上和更多抖友互动，乐趣感增加，
餐饮界线下转化完全没有问题。”

然而， 引流之后能不能把这
批“头回客” 变成自己的“回头
客”？ 王泽明表示， 仅靠创意只能
吸引眼球，而想要抓住顾客的心，
还是要回到本行靠口味，“餐饮商
家更需要关注用户的后续体验
感。 假如消费者尝鲜之后大失所
望，也一样会在网络上爆出。”

■记者 陈柯妤

网红短视频成就餐饮单品“爆款”
将“头回客”变“回头客”仅靠博眼球还不够

美食博主在抖音上展示自己发明的海底捞“自制番茄牛肉饭”。

融融春日，一桌一椅一书一茶，这样的休闲
时刻令人羡慕，但如果你面对着大量的冬春换洗
任务，似乎也没有闲暇和心情来享受春光了。 所
以， 如何找到一个平衡点让自己得以抽身俗务，
享受自我时光，这才是当下居民最关心的。

好在，日常生活中也有不少功能性家电正是
为节省时间，降低劳动强度而诞生的。比如，松下
爱捷净系列洗衣机凭借人体工学设计和一键智
洗，让用户能够抛开世俗生活的过多纠缠，把握
这短暂难得的春天。

好设计，让日常生活更轻松
说到松下爱捷净系列洗衣机，它的诞生背后

是一个温暖的故事。 岁月荏苒，小男孩终于在父
亲的呵护下长大成才，而父亲却逐渐苍老，腰板
不再挺直， 本来健康的身体也因为操作洗衣机
时，不小心伤到了腰，从此每次洗衣服都要忍受
疼痛。

当这样的故事发生在我们周围，松下洗衣机
的研发工程师就忍不住思考：科技进步到如今的
高科技时代，为什么人们在使用洗衣机时，还需
要一次又一次弯腰去操作？在他看来，对于老人、
孕妇，尤其是一些腰椎不太好的人来讲，设计师
在细节上的改变，就可以大大减轻他们弯腰时身
体的疼痛感。如果通过设计能够助力到日常的生
活，方便身边熟悉的亲人，那工作就有了更多价
值和意义。

为此，经过反复的考究和科学论证，松下洗
衣机在设计中引入人体工学原理，特别强调“好
放物”、“好操作”、“好取衣”, 从使用细节上提升
消费者的舒适度,让洗衣机真正成为用户的好帮
手。 据了解,松下爱捷净系列洗衣机搭载了 3 位
1 体捷控系统，通过 Elevated� Tub 升桶设计、
Wide� Mouth 广口设计和 Rear� Panel 后控
平视设计，让用户不用怎么弯腰,就能实现衣物
的轻松取放。

其中，内桶的抬高设计让洗衣机更加适应人
体自然角度，无论是老年人，还是身材娇小的女
性都只需倾身一探，便可轻松取放桶底衣物。 与
此同时，产品投入口宽度增加 21mm，充分提升
了取放衣物时的操作空间，即便如毛毯、被罩、床
单等大件衣物，人们也能取放自如。

智能洗，让日常洗涤更省时间
如果说贴心设计让洗涤更轻松，那么智能洗

涤则让洗涤更便捷， 用户不用再反复操作洗衣
机，频繁查看洗涤状态，一边洗衣，一边享受好春
光。据介绍，该产品特别设置了一键智洗功能，用
户只需轻轻一按醒目的按钮，洗衣机便会智能检
测洗涤物的重量和水温，让洗涤物得到理想的洗
涤效果。

此外，无论何时、何地，哪怕你在春游踏青的
路上， 也可以通过 APP 客户端实现远程智能控
制，对洗衣机运行状态、洗涤剩余时间、洗涤是否
完成等状况了如指掌。 这样一来，用户可以节省
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不辜负这个春天。

从全自动机洗，到现在的爱捷净，洗衣机一
直沿着“让人类生活更美好”这个脉络在进化。作
为国际知名的家电品牌，松下洗衣机通过设计思
维打造的这款“不用弯腰”的产品，让用户可以逃
离洗涤家务的羁绊，远离不必要的疼痛，充分享
受自在生活。

松下爱捷净系列洗衣机 用爱设计“捷净”生活

截至 2018年 3月 31日， 汽车之家打造
的百天金融节完美收官。 金融节活动期间推
出的低首付、 低利率等金融购车优惠福利，
惠及不少对汽车消费持观望态度的用户，最
终让大家提前享受到有车的便利生活。

金融节提供免息、返现、加油 88折等福利
随着中国汽车保有量的持续增长和互

联网金融行业的快速发展，汽车金融正快速
驶入“黄金时代” 。 同时，拥有国内最大汽车
活跃用户量的汽车之家， 在 2017年 12月开
启的金融节，更是将这场汽车金融战掀起新
一轮的高潮。

汽车之家金融节之所以受到广大用户
追捧，还在于其推出的福利实惠而新颖。 比
如，针对购买或者换新车，汽车之家推出最
高 6000元的免息、 最高 2000元现金补贴、
最高免息 90天的信用借款巨额优惠； 针对
购买实惠的二手车， 汽车之家推出 2000元
抵扣券， 并针对各产品线推出返现补贴、抵
扣券、红包等，累计福利高达 1000 万元；针
对用车，汽车之家还与平安银行联合推出汽
车之家 -平安银行联名卡，持卡用户加油可
享 88折优惠，还可获得 110万元全车人员意

外险与道路救援（价值 300 元 /次）服务，
可谓福利多多。

男性 80后成汽车金融消费绝对主力
作为国内领先的汽车服务平台，汽车之

家拥有大量的用户数据和精准的数据分析，
并对此次金融节进行用户画像分析，为行业
的发展提供至关重要的参考数据。

从购买人群来看，男性用户是汽车之家
金融节绝对主力，其中男性年轻中产（准中
年）已成为新生购买力，总体占 90%。 在未
来，随着受众群体职业生涯与收入的不断提
升，汽车金融市场将有望迎来持续的增长。

从地域市场来看，一线城市汽车市场趋于
饱和，未来潜力市场亟待下沉，可以想见，未来
二三线城市市场将持续呈现增长态势。 而从产
品偏好来看，头部效应明显，访问用户意向品
牌比较集中在前 20，高中低档车都有覆盖。

目前国内汽车金融渗透率与发达国家
成熟的汽车市场还存在差距，未来还有较大
的发展空间。 在发展汽车金融方面，汽车之
家也在加速布局， 借助平安集团在流量、金
融资源和大数据等方面的支持，相信汽车之
家的金融业务未来值得期待。 ■黄静

汽车之家金融节圆满收官
多重福利赢得用户爆棚好感

日前香港第三方检测机构“水中银”发
布婴幼儿奶粉抽检报告，采用鱼胚胎生物测
试技术“小鱼亲测”对香港市场销售的 16 款
奶粉进行检测，君乐宝奶粉通过较高安全评
级，证明国产奶粉的质量安全已经达到国际
领先水平。

“小鱼亲测”采用新兴的鱼胚胎生物测试
技术，鱼胚胎对于急性、慢性等有害毒素非常
敏感， 可以更加快速和全面地反映出样品的
安全性，从而测定产品的整体安全属性。

今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君乐

宝乳业集团总裁魏立华结合君乐宝的发展
实践提出，奶业高质量发展，就是要做到四
个“最”：质量最优、品牌最强、社会最放心、
消费者最满意。

为此，君乐宝奶粉在全球首创了“两个
产业模式”：一是全产业链自控模式；二是首
创“四个世界级”模式。

“国产奶业高质量发展市场大有空间，
企业大有可为。 ”魏立华说，在香港通过“小
鱼亲测”最高安全评级，是国产奶粉品质实
力不断提升的集中体现。

君乐宝奶粉获
香港第三方检测机构较高安全评级

汽车资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