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泰康家庭财富保障计划上市

一直关注中小企业市场的

ThinkPad�不断思考年轻商务用

户日益变化的多样需求，因此，在

2009年推出了以“思迥异，做不同”

为品牌精神的Edge系列产品。

ThinkPad�18年历史上第一次出现

的子品牌再一次演绎了ThinkPad

“思行合一”的领先品牌精神。

作为专为年轻用户推出的子

品牌产品系列，Edge系列在秉承

ThinkPad经典元素的基础上，针

对年轻人的应用需求和个性化特

点进行了诸多大胆的革新。 为了

满足用户对时尚感的追求，Edge

破天荒地推出了午夜黑、 热力红

等多种颜色；另外，沿用了多年的

经典键盘造型也进行了彻底的改

变， 形似巧克力的防泼溅键盘给

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所有这些

创新元素都体现了ThinkPad�“思

迥异，做不同”的独特品牌理念。

“思迥异，做不同”一时成为这

个时代内心充满梦想与希望、敢

于尝试别人不曾做过的事、 积极

乐观、 不畏挫折的年轻人内心发

出的最强音符。ThinkPad�Edge

无疑用自己的创新设计和表现开

创了新时代的潮流典范。

在推出第一款Edge产品后，

ThinkPad并未将脚步停止在思考

层面。ThinkPad�Edge在鼓励用

户“理想是用来实现” 的同

时， 更注重自身性能和表

现的突破， 来助燃年轻人心中的

理想。

继 2009 年 年 底 推 出 首 款

ThinkPad�Edge产品系列E30之

后，ThinkPad�Edge产品家族仍

在不断发展壮大， 近期又新增了

两个新成员，分别是配备了“14英

寸” 和“15.6英寸” 背光屏幕的

Edge�E40系列和E50系列。 这两

款新品在Edge系列原有的时尚设

计的基础上， 又搭载了最新的集

成指纹识别器、USB�2.0/eSATA

组合端口、7合1多媒体读卡器等前

沿技术，为广大的年轻用户带来了

更为强劲的性能体验。至此，不断

丰富的Edge产品系列集众多优势

于一身，拥有了高配制、多功能、多

种安全保护等领先技术，将轻松地

帮助年轻用户距离理想更近一步。

皮蛋是许多家常菜中不可

缺少的重要角色， 如凉拌皮蛋、

皮蛋瘦肉粥、皮蛋豆腐等。如何

为家人挑选放心的皮蛋呢？

一是看保鲜方式，传统皮蛋

一般是没有保鲜的“光头”或是

包着泥巴、裹着塑袋，既难以由

外观判断蛋的大小、蛋壳是否破

裂，保鲜效果也难尽人意。采用

这种保鲜方式处理的皮蛋水分

容易从蛋孔中挥发，造成皮蛋干

缩变味。新兴的食品蜡保鲜技术

被认为是皮蛋保鲜最理想的方

式之一，不仅可以防止水分挥发

和细菌污染，而且方便顾客购买

时挑选， 吃的时候不用洗泥，方

便卫生。

二是看内质， 即看皮蛋的

“溏心”，优质皮蛋根据“蛋心”

可以分为四类：砂心蛋、小溏

心蛋、中溏心蛋、大溏心蛋，以

上都称为“熟心蛋”，腌制时间

都在30天以上， 符合国家皮蛋

制作标准。 而腌制期15天左右

的蛋称为“生心蛋”，这种蛋溏心

特别大，打开后还能看到蛋黄的

原色， 一般放置20天左右就会

变质流黑水。

三是看品牌，看是否正规厂

家制作， 一般大型厂家设备完

备，能检测细菌、碱度等卫生和

理化指标，更能保证蛋品的优质

和安全。

湖北神丹公司经过多年研

究， 推出的清凉型松花皮蛋,不

仅具有传统皮蛋的清火效果，而

且香醇清凉，口味独特，不涩口

不麻口，清香回味。

ThinkPad�Edge开创“思迥异 做不同”新时代

神丹蛋品专家支招———

如何选择放心皮蛋？

但是，当所有人都在宣扬

电子商务性价比的时候，这就

成了整个行业共性，而非企业

独有的优势；当所有人都在借

助互联网渠道进行推广时，其

属性就成了整个行业的背书，

而非某个企业的独占资源。

所以徐潇觉得，当所有人

都可以用“轻”的方式做电子

商务的时候，“重”就成了一种

比较优势。

也就是说，在网络钻石行

业的未来，品牌的“重量”将决

定企业发展高度，而非单一的

价格因素。

这是因为，尽管网售钻石

性价比相当高， 但与其它商品

相比，依然昂贵。用户购买时，面

对动辄上万的价格，还是会有所

考量。此时用户重新回归理性，

开始权衡品牌的重要性。

所以，企业品牌对于奢侈

品行业来说，一直是消费者选

择的重要指标，他们往往愿意

为此付出高于普通商品的价

格。

徐潇判断，网络钻石行业

在未来两年内，一定会面临消

费者的品牌选择，能够坚持到

最后的一定是最受消费者欢

迎与信任的。

徐潇表示，钻石小鸟一直

在努力提高品牌认可度 ，

2005年开设第一家实体店，

目的就是为消费者提供一个

增强品牌信任的渠道，这也是

钻石小鸟“鼠标+水泥”商业

模式的由来。

“钻石小鸟线上线下虚实

结合的模式， 用实体店解决

了互联网不能提供的用户

体验问题，同时提升了钻石

小鸟在顾客心中的品牌形

象。”徐潇说。

美国利空重重压顶

非美走势初显分化

汇

市

周

评

本周的外汇市场依然以震荡为主基调，

但各币种在走势上已经出现明显分化。

美元指数： 美国公布的数据继续令投

资者备感失望。周三公布的美国7月新屋销

售数据月率下降12.4%， 年率下降32.4%，

亦创出该数据1963年有此数据以来的最低

水平。 修正后7月份耐用品订单增长率仅

0.3%。 数据的疲软加重了投资者对美国经

济复苏步伐放缓的担忧情绪， 打击美元指

数本周持续小幅调整，截至发稿时，美元指

数在连续强劲反弹两周后， 暂收于一根小

阴十字的周K线。

欧元：在上周末下破1.27支撑后，本周

欧元一度跌至1.2584的低点。 但本周来自

德国的数据令人稍觉安慰， 如德国二季度

GDP修正值较上季度增长2.2%， 创下两德

统一以来最快的季度增长速度。 在较多利

好数据的刺激之下， 欧元兑美元汇价重又

返回1.27水平之上。但整体而言，欧元汇价

近期仍维持在较窄的区间内波动。 毕竟短

期内仅靠一国数据的利好能否支撑汇价整

体的大幅回升，还有待时间的检验。

日元： 周初日元继续表现出加速上扬

的态势。本周二，美元兑日元一度创出15年来

的新低83.57。日本首相菅直人表示对于日元

近期强势已经有了危机感， 希望尽快对日元

升值作出回应， 并认为应对日元快速波动是

首要任务。受到政府方面言论的影响，日元的

升势暂时有所收敛，周三、周四均表现出高位

盘整的形态。 建议投资者近期重点关注日本

政府是否对日元升值采取实质性措施。

声明： 文中所有市场分析及操作建议

均为个人观点，仅供参考。汇市有风险，投

资须谨慎。 ■中国银行湖南省分行

资金业务部外汇交易员 李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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钻石小鸟飞入互联网高层年会

“鸟姐”徐潇：未来两年品牌之“重”将成网络钻石业“生死考”

“鼠标+水泥”模式是指传统商

业模式与互联网商业模式的联姻，

通过理想整合传统与线上两个渠

道，充分利用潜在的协同效应。“鼠

标+水泥” 较之那些纯粹的互联网

公司、或者那些虽有电子商务渠道

但未整合的传统公司，具有更大的

竞争优势。

自2010年6月29日钻石小鸟

长沙体验中心隆重开业以来。长沙

体验中心作为“鼠标+水泥”成功

经营模式的再次呈现，其坚持OF-

FICE直营与网络销售相结合，将

国内网络钻石销售知名品牌的

经典服务带到长沙。

钻石小鸟的4C概念体验

中心模式不同于传统门店。同样位

于市中心繁华地段， 高品质OF-

FICE体验中心却可以省却商场高

额的入场费和中间费用，以远低于

市场的亲民价格让利给消费者；现

场专业的珠宝顾问提供一对一VIP

服务与现场定制镶嵌，打造属于每

个人独特的爱情信物，让购钻体验

充满DIY乐趣，同时也将钻石小鸟

的品牌与服务进一步地传播，形成

良好的用户口碑。

“钻石小鸟倡导的‘鼠标+水

泥’， 能够将线上和线下销售结合

起来， 通过这个优势可以更低、更

快捷地传播，让消费者更容易找到

自己。” 钻石小鸟联合CEO徐潇表

示，在网上买钻石，消费者最关心

的还是品牌和实打实的产品。当品

牌产品能够展现超出客户期望的

价值时， 会得到极高的评价和价

值。而我们一直秉承的理念是“品

牌能够获得多大的价值，在于你让

消费者获得多大的价值。”

“互联网更多的优势在于信息

上游的资源整合。 通过网站的信

息系统， 对上游的供应链做整

合，带来的直接价值就是用户可

以在整合的场所实现下单，并且

15天内实现交付。更重要的是通

过信息化的共享，实时共享到全

球的钻石 。”6月 18日， 在出席

2010中国互联网大会时徐潇表

示，感谢互联网时代，让钻石小鸟

不需要像传统珠宝品牌一样开很

多实体店，而是能够把珠宝店开在

消费者家里。

“鼠标+水泥” 模式带给长沙人经典的服务

经济信息

钻石小鸟“飞入”2010中国互联网大会。近

日，总裁徐潇首次代表网络钻石行业，参加该盛

会并发表演讲。

国务院及国家工业和信息化部领导出席并

致辞，业内160多位重量级人物悉数到场。

“鸟姐” 徐潇表示通过多

年的经营，钻石小鸟的鼠标加

水泥模式等到了风投和市场

的认可，在携手联创策源之后

将会有更好地发展。 目前，钻

石小鸟已经在全国覆盖了12

个省会城市并且拥有自己独

立的网站平台， 拥有30万的

用户。

“在互联网的时代， 我觉

得任何事情都是可能的。现在

可以这么说：在互联网上连钻

石都可以卖了，还有什么不能

卖？”

徐潇认为，当以钻石为代

表的奢侈品行业进入互联网时

代， 由于电子商务低成本运营

的特点， 使得网售钻石价格可

以低于传统市场40%~60%，

因而能迅速抢占市场。

“互联网时代没有什么不可能”

■记者 邢云 实习生 李玲莉

“品牌的重量决定企业的未来”

演讲中的“鸟姐”风采不凡。

泰康人寿推出“泰康家庭财富

保障计划”,将泰康5月上市的财富

人生终身年金保险纳入“爱家之

约”，为家庭提供实现风险规避、资

金增值、 终身保障的全套解决方

案，做到“交一阵子、保一家子、领

一辈子”。具有七

大特点：

1、一张保单

保全家，突破传统寿险以“个人”为

投保单位的陈式，以“家庭”为投保

单位，涵盖身价、意外、重疾、养老、

教育、医疗保障及保费豁免、理财

多种功能。

2、一人选主险，其它家庭成员

可添加意外、医疗等附加险。

3、功能齐全，涵盖意外、身价、

健康、教育、养老、理财等功能，客

户可灵活搭配，用最少投入获得最

大保障利益。

4、传统保单中，主险交费期满，

附险随之即停。而“财富爱家”主险

交费期满后，附加险仍可续保。

5、多重豁免，人性关怀：家庭

经济支柱一旦身故、 重疾或残疾，

即可免交“财富爱家”中成员的长

期险保费，且保险利益继续有效。

6、“财富爱家” 新增专属附加

险《泰康附加吉祥定期寿险》、《泰

康附加如意宝住院费用医疗保险》

等，费用更特惠。特设《泰康爱家赢

家终身寿险(万能型)》以最低费用

让客户拥有稳健收益的万能账户，

轻松理财。

7、可在一张保单上不断升级，

实现新增被保险人、 险种及保额，

而不用新增保单。

■王志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