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五星上将，盖世传宋”。定位“10万
元级自动挡五星安全SUV”的比亚迪宋盖世
版于 9月 1日 2 0点网络直播上市，共推出
1 . 5TI、1 . 5TID及2 . 0TID三种动力共计9款车
型，官方售价为8 . 99万——— 14 . 99万元。

当晚，比亚迪还感恩大派“宋”，推出
了亿元红包礼、厂家补贴礼、4G升级礼、金
融贴息礼等盖世四重礼。综享四重礼包后，
用户的实际购买价格才8 . 69万—14 . 09万元。
此外，宋盖世版1 . 5TI及1 . 5TID车型还可让广
大用户享受到国家购置税减半政策，真是惊
喜一浪接一浪！

树10万元级自动挡SUV新标杆

宋上市一年赢得了市场、口碑双丰收。
面对日益拥堵的城市路况及消费者希望解放
左脚和右手的驾控诉求，兼顾小排量市场发
展趋势及政策红利导向，动力组合更加丰富
的宋盖世版全新登场。

宋盖世版全系搭载TI动力，除了保留
原有的“经济担当”1 . 5TI车型、堪比3 . 5L
自然吸气发动机的“性能担当”2 . 0TID车
型外，还增加了“实力担当” 1 . 5 T I D车
型，最大功率同时，宋盖世版还拥有众多
同级别SUV不多见的安全配置。除了全方
位8安全气囊、碰撞自动解锁等被动安全配
置，还有博世第九代ESP、TPMS胎压监
测、BOS刹车优先、HDC陡坡缓降、HHC
坡道起步控制系统等丰富的主动安全配

置，防患于未然，保障驾乘人员的安全。
这些，都让宋盖世版“男友力满格，安全
感爆棚”。

“在不久的将来，宋盖世版将参与欧美
碰撞测试，计划走向欧美市场。可以说，宋
盖世版是一款立足全球设计，并走向全球的
中国SUV。”比亚迪汽车销售公司总经理舒
酉星在发布会上如是说。

作为比亚迪王朝系列SUV家族“三叉
戟”的中坚力量，承接唐、元之间紧凑型
SUV市场的“关键先生”，上市后，宋盖世
版也将凭借更多元的动力选择、更可靠的安
全保障、更智能的用车体验，以“10万元级
自动挡五星安全SUV”的绝对实力，成为紧
凑型SUV细分市场的新标杆。

113KW、最大扭矩240N·m，树10万元级

自动挡SUV新标杆。
选择宋盖世版，不但拥有10万元级自动

挡SUV的超值购买感受，全系TI动力的超能
驾控感受，更坐拥这一细分市场中难得的
“颜值与内涵并存”的超凡用车感受。

双色车身、双色轮毂、双排气管设计，
迎合了年轻用户的个性需求；与车身同色的X
型前脸，看起来更和谐；前脸、方向盘、轮
毂等处启用全新篆体“宋”产品标识，中华
文化韵味完美传承。大面积的搪塑软内饰、
堪比55英寸超大显示屏的全景天窗设计，让
宋盖世版看起来更“型格帅气”。

除了颜值爆表，其“内涵”也值得称
道。宋盖世版在配置变更上更趋向于行业市
场化，也更注重时尚实用化、智能互联化。
如搭载的 3 6 0°全景影像帮助用户眼观六

路，倒车不再是难题；PM2 . 5绿净系统专治
雾霾，保护家人健康；主驾座椅、外后视镜
记忆联动系统，让你尽享便捷；而最得年轻
人欢心的8英寸CarPad多媒体系统，搭载开
放的安卓平台，支持触屏操作，选择安装自
己喜欢的APP，最新最贴心的音乐、实时导
航等分分钟在线。副驾驶座上的朋友也能淘
个宝、追个剧。

特别在智能互联体验上，宋盖世版进一
步提升，尊贵型和旗舰型分别新增了4G网
络和云服务，不仅可以随时随地车联网，还
可以远程启动车辆、开启空调、查看车况
等，“英雄”一秒变暖男，给用户更贴心的
服务。

安全感十足的“盖世英雄”

随着中国汽车消费市场日渐成熟，用户
对车辆安全性能愈发重视。宋盖世版就是
这 样 一 位 能 带 给 你 安 全 感 的 “ 盖 世 英
雄”。德国奔驰专家参与了宋的整车设
计，尤其是在底盘调校方面，给予了亲自
指导和协助。用材方面，它的车身模具由
日本顶尖团队设计生产，运用德国焊接技
术，由机器人进行自动焊装，超高强度钢
材和高强度钢材使用率达65%以上，可以说
有一副精钢铁骨。在最新一期的C-NCAP碰
撞测试中，宋超越一众合资车型，以58分的
“学霸成绩”荣获五星安全评价，刷新了
新规则下SUV最高纪录的同时，也让这枚
安全标签含金量十足。

伴随着里约奥运会圣火的熄灭，各大品

牌商的奥运体育营销狂潮也随之接近尾声。

如今的体育营销到底该怎么玩？相信每个品

牌都有不同的答案，但不可否认的是走心永

远比走过场更重要。搜索过往10年中国国际

性体育赛事，不奇怪的是，像阿迪达斯、可

口可乐、三星等快消、3C行业国际品牌体

育营销大户仍然出现在眼前；奇怪的是，与

这些国际大品牌联袂出场的中国品牌却是并

不十分被消费者所感知的消费品牌——— 长城

润滑油。

战略化：跨界传承，打开体育营销新格局
与一些企业野蛮的潦草临摹，以赛事赚

取眼球不同，长城润滑油投身体育营销有
着清晰的战略考虑。体育运动的爱好者以
男性居多，而润滑油的消费者也更是集中
于男性，两者受众的高度重叠，让润滑油
的体育营销有着坚固的市场基础。更重要
的是，体育与润滑油之间高度的精神契
合。中国石化长城润滑油品牌推广部主任
皮天福表示：“体育的核心是运动，润滑
油与机械密切相关，本质就是为机械运动
提供润滑保障，体育与润滑油有着共同的

‘运动’基因。”
接地气：体育营销进化论回归营销本质
就体育营销而言，应该回顾营销的本

质，而不是局限于品牌知名度和曝光度的
提升。长城润滑油以十余年之功，借中国
航天打造高科技的品质符号，以体育营销
为品牌注入运动基因，这无疑是非常成功
的营销案例。

据观察，除了战略重视，长城润滑油的
体育营销脉络亦值得参考：一是制作内
容，不断适应新的“游戏规则”，贴合消
费者的兴趣；二是传播手段，全面整合新

媒体、传统媒体资源，积极开展与消费者
的沟通互动；三是衍生品的研发与销售，
比如2008年奥运会和2015年世锦赛，长城润
滑油推出纪念版产品，与中国房车锦标赛
(CTCC)合作，为上海333车队研发生产中国
赛车润滑油，这对提振销量、拉近与消费
者距离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而这些的共
同特点就是接地气。

长城润滑油等中国品牌的身影出现在国
内外各类赛事中，这揭示了中外品牌竞逐的
兴衰浮沉，他们在赛场上演绎的不一样的精
彩大战，非常值得关注。

吉之美采用无胆相变冰蓄冷技术所开发
的POU商务饮水机，以其超级强大的极速制
冷能力，可满足100人同时饮用冰水的需求。
大容量快速制备冰水是冰水机领域的世界性
难题。目前，吉之美凭借在开水机行业多年
的技术积累，通过与意大利公司合作，在国
内第一家将无胆相变冰蓄冷技术应用于饮水
机，开发出能够快速制备冰水的POU商务饮
水机，使冰水供应量猛增到传统饮水机的5—
10倍。

吉之美所开发的步进水技术、热桥阻断
技术、冰蓄冷技术、变容开水器技术，都曾

给行业带来了革命性变化。因此，每逢世界
级的重大展会，全球商务饮水机领域的主要
厂商，都会到吉之美的展台，了解吉之美的
新技术和新产品。

今年举办的上海国际水展展览面积15万
平方米，汇聚超过30个国家的2600家优质展
商，全球水处理市场表现强劲的发展势头。
在展会现场，吉之美POU商务饮水机连续制
备大量冰水的技术，让众多行业内的顶级厂
商和权威专家感到震惊，也引起了市场营销
公司的巨大兴趣。

(王愫)

近日，青岛航空科技学院落户莱西市店埠
镇，同日莱西市推进青岛航空产业文化旅游小
镇项目建设工作推进会在莱西市行政办公中心
会议室举行。

会上，四川泛美教育投资集团与青岛国际
农副产品交易物流港签署了正式的合作协议，
规划在店埠镇建设占地1500亩的青岛航空科技
学院，并依托该学院在店埠镇打造青岛航空产
业文化旅游小镇。

据了解，青岛航空科技学院是四川西南
航空职业学院的青岛分院，该学院建成后，
将是莱西市首所职业大学。项目投资6 0亿

元，占地1 5 0 0亩。计划于2 0 1 7年招生7 0 0 0
人，2018年在校生规模达2万人，2019年在校
生规模达3万人。

随着青岛航空科技学院的建设，四川泛美
教育与青岛国际物流港还将依托学院东部建成
区——— 青岛鲜多多农场的国家3A级旅游景区
基础，立足航空产业特色，以国家大力发展特
色小镇政策为指导，将该处打造成为集航空、
教育、旅游、科技、生态于一体的航空产业文
化旅游特色小镇。全部建成后，将为莱西增加
航空产业集群，并极大地拉动莱西西南部第三
产业发展。 (吕文波 于忠成)

近日，农行滨州分行首部微电影《棠棣花开幸
福来》杀青，完成前期拍摄任务，转入后期剪辑制
作阶段。该部影片由农行员工自编自演，在无棣
县、沾化区取景拍摄。该电影讲述的是一名大学毕
业生在国家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政策的感召下，毅
然放弃城市体面的工作和优越的生活，回到家乡从
事枣产品的收购和深加工，做一名地地道道的现代
农民，在农行“鲁青基准贷”的扶持下，不仅实现
了草根创业梦，同时也收获了自己甜美的爱情。

(王汉峰)

农行博兴县支行

组织员工上街义务劳动

近日，农行博兴县支行组织机关全体员工利用早
上时间走上街头开展义务劳动。根据安排，该行员工
对博兴县博城六路段进行了卫生清理，重点清理了道
路、绿化带、建筑物的小广告、积存垃圾、杂草杂物
等。该行员工发扬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将整个路
段打扫得焕然一新。 (王惠群)

农行惠民县支行

开展跨境人民币业务宣传活动

为推动跨境人民币业务健康快速发展，近日，农
行惠民县支行组织开展了跨境人民币业务集中宣传活
动。其间，该行通过辖内网点的LED显示屏，滚动播
放宣传主题标语，在网点门前悬挂宣传条幅，在网点
大堂摆放宣传手册，在人流量大的区域设立宣传服务
台、发放宣传资料，到当地进出口企业进行实地走
访，积极宣传普及人民币国际化、跨境人民币业务等
相关知识，有效提升了社会公众和企业对该项业务的
认知度。 (李玉杰)

农行阳信县支行

举办“小小银行家”活动

近日，农行阳信县支行成功举办了“小小银行
家”活动。活动设置了“小小银行家”红毯秀、金融
小讲堂、知识问答、点钞大赛、大堂找找茬、我是小
柜员、自助设备体验等趣味盎然的游戏体验环节。在
该行工作人员的带领下，小朋友们一起学习了货币起
源、银行功能、真假人民币鉴别、如何理财等金融知
识，体验了点钞、柜台及大堂服务、自助设备，在欢
声笑语中度过了一段快乐时光。 (李玉杰)

吉利远景SUV

百城万辆交车仪式温情绽放

近日，吉利远景SUV百城万辆上市交车暨幸福助
学行动启动仪式济南分会场在匡山汽车大世界济南博
业4S店温情绽放。新车共两种排量6款车型，售价区间
为7 . 49万—10 . 19万元。上市当天，首批万辆崭新的远景
SUV正式交付用户，展现出远景SUV上市即热销的火
热开局。此外，吉利当天还启动了远景SUV幸福助学
行动，资助100名贫困学生实现大学梦。

北汽幻速S6 CVT、H3F

济南圆满上市

8月21日，北汽幻速旗下S6cvt、H3F济南上市发
布会暨北汽幻速全系试驾会在齐鲁汽车生活广场正式
拉开帷幕。2017款幻速S6 CVT新车搭载1 . 5T+CVT动
力组合，并在原有基础车型上新增自动劲享型，推出
4款配置车型，其售价区间为8 . 98万—11 . 68万元；北
汽幻速H3F推出3款车型，售价5 . 88万—6 . 78万元。与
之前幻速H3不同，H3F为前驱平台7座MPV，在舒适
性方面有所提升，其主要竞争对手锁定宝骏730。

试驾风行SX6 7座

SUV实用新旗舰

近日，笔者试驾了东风风行最新上市的“加大号
家用 7座SUV”风行SX 6。风行SX 6车身尺寸为
4660X1810X1790mm，轴距2750mm，前脸饱满大气，
车身腰线动感流畅，前引擎盖上的肌肉线条充满运动
的张力。内饰方面，风行SX6简约精致、充满新意的
双色设计，尽显运动感与品质感。本次试驾的高配车
型，采用真皮座椅，更显档次。在7万—10万元这个
市场区间，SX6将SUV“运动型多用途”的实用特色
几乎发挥到最大。

农行滨州分行

首部微电影在无棣杀青

吉之美畅饮型冰水机

颠覆“一杯冰水”传统技术

青岛航空科技学院

“飞临”莱西店埠镇

体育营销，走心比走过场更重要

比亚迪宋盖世版上市 售价8 .99万—14 .99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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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到大商场逛街，走累了喝茶吃饭，
下午再看个电影。”曾几何时，这一模式颇被
推崇，甚至成为商业地产的经典模式，受到许
多城市的复制。但是，随着越来越多同质化的
购物商场出现，很多购物商场人流冷清，甚至
不得不关门歇业。据记者了解，8月27日，青岛
阳光百货关闭；8月31日重庆万象城百盛购物中
心关闭；9月1日，大连久光百货关闭……这些
关闭的百货市场、购物中心，是中国实体商品
交易市场走向闭店潮的一个缩影。

9月5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
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等发布《流通蓝皮
书：中国商业发展报告(2016~2017)》(以下简称
“蓝皮书”)指出，未来5年内，中国的商品交
易市场有1/3将被淘汰，有1/3将转型为批零兼
有的体验式购物中心，还有1/3将成功实现线上
与线下对接。

事实上，受到网络冲击，加之实体商业店
铺房租上升较快等因素，许多实体店早已运营
困难。

北京工商大学商业经济研究所所长洪涛告
诉记者，实体店关门是产业结构调整的表现。
而21世纪经济报道获悉，实体店铺关张背后原
因复杂，有一些与地方政府“大上快干”商业
地产综合体，以至于造成严重过剩有关。

实体店关闭潮

位于重庆九龙坡区万象城的百盛购物中心
大门紧闭。该中心运营两年多，刚在8月底关
张。而在5个月前，重庆大坪百盛也遭遇同样的

关门命运。
“没有人气，不关不行。”9月5日，一位

在万象城门口招揽餐饮生意的人对记者说。
这些关张的购物中心并非唯一。据洪涛提

供的数据显示，从2012年到2015年，全国有百货
店138家关闭，262家超市关闭，体育品牌店市
场6209家关闭。至于服装专卖店，同期有9464家
关闭。

导致实体店关张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随着
互联网的快速发展，网络购物蓬勃兴起，甚至
有很多居民在线下店铺看货，网上下单的情
况，实体购物商店面临网络严峻挑战。

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王
雪峰认为，现在网络销售很好，以阿里巴巴、
唯品会等为代表的网络零售巨头已经形成。他
们在并购市场比较活跃，不过，这些并购与实
体零售业融合的程度较低。

因此，整体上，网络零售对实体零售的影响
主要是冲击效应，融合带动作用还没有显现。

另一个原因是，不断增加的供给和相对有
限的需求矛盾日益突出，以购物中心为代表的
实体店铺过剩日益严重。

比如北京的人民大学双榆树附近一公里左
右的商圈，有超市发、沃尔玛、(3家)家乐福、
乐天玛特、麦德龙、欧尚、双安商场、华宇购

物中心等购物地点。而成都的在建购物中心面
积为320万平方米，在中国仅次于上海，是购物
之都巴黎在建购物中心面积的30多倍。

据蓝皮书的数据显示，目前，中国有购物
中心近4000家，是美国的3倍之多。另外，据中
国购物中心产业咨询中心预测，从现在到2025
年，还会有7000家购物中心建成开业，届时中
国内地的购物中心将超过1万家。

还有一个根本原因，是很多实体店铺由于
同质化严重，且并未掌握核心竞争力，导致
“脆败”。

以颇受推崇的商业地产模式为例。中国社
科院中国社科评价中心主任荆林波认为，这种
商业地产的模式自己打败了自己。

“商业产品应该是自己采集、自己定制或
者自己设计商品，掌握整个价值链，但是现在
百货商店的服务员都不是商场的人，是厂商的
代表，扭曲了商业的本质。”荆林波说。

他坦言，现在商业实体店被电商“围
攻”，最根本的原因不是电商太厉害，是实体
店自己没做好。“美国日本等国的实体商业没
有像中国这样衰微，他们做精细化的服务。正
是实体商业本身的硬伤决定了自身的衰微。”

1/3商品市场或消失

根据蓝皮书，未来更多的实体商业店铺还
会加快关闭。

该蓝皮书指出，未来5年内，中国的商品交
易市场有1/3将被淘汰，有1/3将转型为批零兼
有的体验式购物中心，还有1/3将成功实现线上
与线下对接。

做出这一判断的基础是，目前实体店铺的
严重过剩，且大量在建。

数据显示，日本、韩国人均购物中心面积
约为1平方米，香港地区约为1 . 5平方米，但中
国内地的一些二、三线城市人均购物中心的面
积已经达到或超过了2平方米。

而全球在建购物中心面积最大的前20个城
市中，中国占了13个。其中，上海、成都和深
圳在建购物中心面积为330万平方米、320万平
方米和260万平方米，分列全球前三位。像惠州
这样的城市，城区人口只有不到150万人，未来
3年有超过11家购物中心开业，预计开业总面积
超过120万平方米。

可以预见，随着竞争进一步加剧，这些购
物中心开业之后的前景并不乐观。

尽管竞争日益激烈，但是必然有实体店铺
能够生存下来。那么，实体店铺该如何突围？

上述报告建议，应该鼓励百货店探索改进
传统的盈利模式。如对部分热卖品牌的品类和

款式进行买断营销，以增强价格话语权，提高
企业的盈利能力。同时，要做好线下线上结
合，并进行全面流程再造，实现全渠道零售。

该报告也建议，地方政府应当科学规划，
审慎开发商业地产，防止再次形成购物中心、
奥特莱斯、城市综合体，甚至电子商务产业园
区等的开发热。必须因地制宜，科学设计，合
理布局，保持商业设施的适度、协调与稳定，
既要避免“大干快上”式的一哄而上，更要防
止“风卷残云”式的一哄而散。

荆林波认为，实体店还会存在，但一定要
转型升级，瞄准顾客，做好定位。“建议是这
些实体商业交易市场要确定顾客是谁，能给顾
客提供什么，实施差异化竞争，不是百店一
面，更重要的是要有体验，就是增值服务。”

“只有围绕商品和服务提升质量，围绕顾客
最终的体验，不断满足顾客的需求，顾客才会愿
意为差异化、高品质付费。”荆林波说。

洪涛则认为，国家应该做好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比如要降低实体商业店的成本。

现在房价上升较快，很多购物中心和百货
市场房租成本极高，如北京王府井区域商铺每
平方米1年租金超过了2 . 8万元。指出，很多店
关门都是房租所逼的，而电商不用交税，这与
实体店铺形成了不平等竞争。

“建议现在实体店加快转型，不能追求销售
额，而要追求利润。要改变过去的粗放模式，集
约经营，可以结合网上交易、微信等促进交易，
利用大数据来提供便利化服务。”说。

（据《21世纪经济报道》）

商业店铺过剩严重 三分之一将被淘汰

宋盖世版 指导价 综享四重礼包 实际购买价格

1 . 5TI领先型 8 . 99万元 8 . 69万元

1 . 5TI精英型 9 . 99万元 9 . 69万元

1 . 5TI豪雅型 10 . 99万元 10 . 69万元

1 . 5TI 4G尊贵型 11 . 99万元 11 . 69万元

1 . 5TID领先型 10 . 69万元 10 . 39万元

1 . 5TID精英型 11 . 69万元 11 . 39万元

1 . 5TID豪雅型 12 . 69万元 12 . 39万元

2 . 0TID 4G尊贵型 13 . 99万元 13 . 09万元

2 . 0TID 4G旗舰型 14 . 99万元 14 . 09万元

亿元红包礼 现金红包及购车红包，最高3000元

厂家补贴礼

2 . 0TID车型厂家补贴6000元购置税（政策截止时间同步国家对1 . 6升

及以下排量车型购置税补贴政策期限，1 . 5TI及1 . 5TID车型同享国家购

置税减半）

4G升级礼
前5000名购精英型和豪雅型客户可享免费升级4G【免费升级4G套餐

(含1年共6G上网流量)+1年云服务】

金融贴息礼 贷款购车一年免息，3年低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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