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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意是吸引眼球最重要的砝
码，世界上有多少种创意就有多少
种新奇产品，它们大多不仅新奇好
玩，带给我们不同的感官享受，而
且又不失基本实用性。在这个春暖
花开的季节，让我们一同感受新奇
家电产品魅力。 阿里集团旗下通用型建站软件与服务提供商

phpwind携手淘宝联盟，近日在济南召开“搜索新商机，
迎接新朋友”地方网站站长交流会。phpwind副总裁陈燎
罕先生及众位资深产品经理与到场的近300位山东网站
站长分享与探讨互联网创业的现状与前景。

作为长期以来服务于100万个中小网站的phpwind，
在不断改进基础建站软件之上，提出打造社区新生态圈
的思路。通过引入集团旗下支付宝成熟的支付宝体系，淘
宝健全的信誉体系与规范的交易流程以及优质的商品与
卖家，助力社区打造电子商务生态圈。 (老杜)

阿里集团助力山东互联网创业者

美的变频空调产量破千万

行业结构调整大幕全面拉开

通用网址全新升级
四大优势力促中小企业网络营销

志高铜抑菌高端空调揭低碳大幕
“智能、节能、低碳是未来家电业发

展的主旋律，而空调要向着低碳环保方
向进步也必将是大势所趋。”行业专家之
言在主流家电品牌得到了充分印证。去
年，作为行业一线品牌的志高一面顺应低
碳、节能、健康、环保等概念开展了一系列推
广活动，如启动“志高中央空调五个一低碳
工程”等；同时加大节能技术攻关，接连推出
多款刷新世界能效纪录的低碳产品，并在发
改委、财政部公布的高效节能房间空调器推
广目录中摘得“一级能效中标最多，中标产
品能效比最高、中标产品性价最高”等多项
桂冠。2011年，志高将继续高举“智能、节能、
低碳”大旗，从推广铜抑菌高端空调、助办世
界大学生运动会、加速开设低碳生活馆等举
措进一步引领行业走低碳、节能之路。
高端铜抑菌空调揭开“低碳”新篇

2010年12月20日，新年脚步临近之
时，志高携手国际铜业协会在北京宣布
推出全球首台CU+铜抑菌家用空调，揭
开了行业主流品牌抢滩“低碳”大潮的新
篇章，也拉开了新年高端空调征战的大

幕。据悉，这款铜抑菌空调，不仅传承了
超节能(季节能效比8 .36破世界纪录)、超
静音(19分贝超低极限静音)、超健康(对空气
中自然菌消亡率达到91.36%)的智能复合特
点，而且是全球首台拥有CU+铜抑菌技术的
变频家用空调，在健康、节能的性能提升
上均实现了重大突破。

业界分析人士认为，2011年，以志高
铜抑菌空调为代表的高端变频空调，将
成为业界低碳的旗舰产品。志高公关部
部长黄通华认为，低碳环保的经济类型
和生活方式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2011
年度，志高除推出诸如铜抑菌等高端新
品外，旗下变频产品将全部采用行业顶
尖的无氟环保制冷剂，同时，彻底淘汰三
级能效以下的变频产品。
志高“低碳王”，助力世界大运会

据悉，在产品继续发力“低碳”的同
时，体育营销也将贯穿“低碳”。在2011年
8月即将举行的第26届世界大学生运动
会中，志高空调将作为空调独家供应商，
负责向大运会日常办公、主题活动等承

担比赛任务的场馆、运动员村供应志高
空调。黄通华表示：“我们将向大运会各
场馆和运动员村提供最优良的高能效空
调产品，为各国来宾和运动员提供舒适、
节能、环保、低碳的环境，为绿色低碳大
运增添光彩。”据悉，志高空调将为深圳
大运会量身打造“低碳王”空调，杀菌除
尘率高达90%、噪音值仅20分贝、季节能
效比8 . 36打破能效比世界纪录。
低碳生活馆提速，5年之内扩展至5000家

据了解，2011年伊始，志高提出了“5至
10年打造成千亿强企”的宏伟目标，志高出
于长期战略需要，已对其经营领域进行了
全面的产业延伸，冰箱、洗衣机、空气能热
水器以及小家电业务将成为志高产业延伸
的主要发展方向。据透露，未来几年，志高
将致力加速开设特约经销店与低碳生活
馆，力争在5年内将现有的100家规模扩展
至5000家，馆内产品将涵盖空调、冰箱、洗
衣机、空气能热水器及小家电等所有高能
效产品，这将为消费者提供集中采购志高
全系列低碳产品的最佳渠道。

近日，为更好推进中小企业网络营销水
平，互联网营销利器通用网址整合优势资源
全新升级，企业只要注册通用网址，即可登
录通用网址“赢销联盟”，独享四大营销优
势，行业专家认为，升级后的通用网址将让
中小企业的互联网营销产生整合聚变效应，
为中小企业带来可统计、可视化的营销效
果，助力中小企业营销进入一个新局面。

得益于互联网的飞速发展，网络营
销越来越被企业所重视，一大批中小企
业开始投入人力、物力押注网络营销，根
据CNNIC最新发布的《2010年中国中小
企业网络营销调查报告》显示：中小企业
已经有92 . 7%接入互联网，27 . 8%的企业
建立了自己的独立网站。

然而，与中小企业积极部署网络营
销相对应，中小企业的营销效果却很难
监测。“花出去的钱不清不楚，不明不
白。”一位小型建材企业负责人曾如此感
叹。可见，虽然互联网营销已经成为大势
所趋，然而应用水平并不高，转换营销思
路，成为中小企业营销的一种必然。

为更好地帮助中小企业进行网络营销，

使中小企业的营销更加透明、效果可监测，
网络营销利器通用网址全新升级：升级后的
通用网址将包含可独享新浪通用网址频道、
知名搜索引擎、全国100家信息港热站和商
商通平台展示企业品牌的四大优势，企业只
要注册通用网址，就可以登陆通用网址“赢
销联盟”，全方位展示企业品牌，切实帮助中
小企业实现品牌传播的规模化。

通用网址全国管理机构、中网董事
长毛伟表示，通用网址升级后，企业登录
通用网址“赢销联盟”，即可获得四大营
销优势：费用固定、整合聚变、纵横贯穿
营销、效果可视化。具体来说，通用网址
将整合搜索引擎营销、行业网站营销、门
户网站营销等多种营销方式，使企业的
互联网营销产生整合聚变效果，打通中
小企业品牌营销的“任督二脉”，达到纵
横贯穿的营销目的。针对中小企业营销
效果不可监测的问题，通用网址不仅帮
助中小企业大幅提升访问量，而且让企
业的互联网营销可监测、可统计、可视
化，为企业增加大量的看得见的访问机
会，助力企业营销效果倍增。

今年“两会”上，“治堵”二字成了汽
车业代表、委员们关注的焦点。就在两会
代表们对“治堵”方案众说纷纭之时，汇
通快运公司李某却用新日电动车演绎了
一场实实在在的“治堵秀”。

“我粗略算了下，两年里一共跑了
226000多公里，相当于绕地球走了5周
半。在交通拥堵的北京，开车不一定比我
骑电动车幸福，有时穿梭在北京的大街
小巷，看着堵成一条龙的车队，竟然有一
种成就和幸福感”。小李用朴实的语言诠
释了两会“低碳、幸福感、治堵”三大主旋
律。

小李的事迹不是个例，意大利人爱
德华弃开宝马骑电动也再一次见证了新
日电动车的魅力；两会期间，河南倡导代
表步行参会、22辆零排放电动车开进天
津两会……绿色出行已成为一种时尚。

新日电动车股份公司副总裁胡刚表
示：“新日凭借‘奥运会、世博会、世园会
三会品质’和‘科技环保’的理念赢得了
消费者认可，我们希望‘绿色出行’不仅
限于一个企业或者一个人，而是成为一
种全民行动的理念。唯有如此，才有可能
确立一种导向，‘绿色出行’在全社会才
能真正蔚然成风。”

低碳哥骑新日送快递

2年绕地球5周半

一家瑞典公司近日发布了这款便携充电器，十分特别的
是，这款充电器仅仅使用十几毫升的水便可为您的手机、手
电等产品充电。无论您身在何处，只要有水供应，即便是污
水，也能够使其正常工作。这款产品的应用需要使用该公司
特别研发的专用燃料块，但技术细节与工作原理该公司尚未
透露。预计这款充电器将于近日上市。

苹果公司推出的iPad平板电脑早
已经风靡市场，在机场、餐馆、地铁等
公共场所都能见到它的身影。但是
iPad相对手掌显得略大的体积，让持
握、玩耍变得有些麻烦，尤其是观看电
子书或是视频的时候，单手端着还真
有些不方便。所以，生产商便为iPad的
后背量身打造，设计了这款便捷掌托，
让它可以通过魔术贴紧贴在iPad上。
使用者只需将手掌套入掌托手套，便
可轻松使用单手操作iPad了。在使用
的时候，您还可以轻松旋转角度，让观
看更加惬意。

擦伤、昆虫叮咬、扭伤、烫伤等等，及时冷敷
确实是个让伤口不再恶化的万用急救措施。而这
款冷却头为直径2.5厘米圆形设备的皮肤冷却器，
只需40秒钟时间就可以让受伤皮肤冷却到理想的
6摄氏度，而冷敷冰袋会带来的冻伤副作用也可
以得到避免，是个不错的家用急救小设备。

这款尺寸为2 . 5厘米×2 . 5厘米
×2 . 6厘米的微型单反相机机身仅重
12克，是目前体积最小也是质量最轻
的单反相机。别看它外形小巧，功能却
十分齐全：它不仅可以拍摄像素尺寸
达到1600×1200的照片，还可以录制
每秒30帧的视频画面。您可以选择与
相机搭配出售的不同种类的镜头以便
拍摄出更好的照片。

3月16日，美的第一千万台变频空调在武汉顺利下
线，标志着变频空调进入中国20多年后的今天，中国空调
企业首次在变频空调产量上实现千万台的历史性突破，
由此也全面开启中国空调业的变频化时代。同时，美的打
破了国内变频空调领域未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实现了从
技术引进、消化吸收、自主创新的完美革新，正式跻身全
球变频空调领军品牌行列。

同时，美的首次对外披露未来三至五年变频技术发
展路线图：美的将围绕变频技术做全方位战略布局，以

“节能-环保-智能-舒适-健康”五大方向为核心，从核心
部件规划，专利保护等多维度提升美的变频技术的领先
地位。同时，在美的东芝联合开发部已落户美的的基础
上，预计五年内美的与东芝开利将组建成全球最先进的
变频空调技术中心，届时，美的将成为全球最先进变频技
术的输出者。

美的制冷家电集团中国营销总部副总裁王金亮宣
布，美的计划三年内全面淘汰定速空调的生产，成为全国
首家宣布时间表淘汰定速空调的厂家。

◇变频市场全面飘红

来自国家信息中心的数据显示，2010年变频空调在
国内市场的占有率已达到27%，而2008年变频空调市场
份额不足8%。短短3年间，正是在以美的为首的国内大企
业的共同推动下，变频空调在国内空调市场迅猛发展。

目前，美的已经形成广州、芜湖、武汉、邯郸四大空调
制造基地辐射国内市场，连同以辐射国际市场为主的广
东顺德、越南制造基地，埃及Miraco公司，全球化产业基
地布局基本形成，有望在今后三年加速推动企业全球市
场的变频化战略目标实现。

◇美的开启产业新思维

自2008年9月，美的在国内市场上发起变频空调普及
风暴以来，先后通过推广普及、服务战、促销战、品牌战、
技术战等多种手段，掀起了多轮变频空调推广和普及风
暴，并得到各企业的纷纷响应跟进，最终在2011年将国内
空调市场推向变频技术全面普及应用时代。

(王菁华)

3月15日，国内专业运动品牌匹克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发布了2010年年度财报。报告显示：2010年匹克实现销售
金额42 . 49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37 . 3%；毛利为人民币
16 . 16亿元，较2009年增长39 . 4%，毛利率为38 . 0%。股东
应占溢利增长30 . 9%至人民币8 . 22亿元，每股基本盈利
达人民币39 . 19分。

匹克体育首席执行官兼执行董事许志华表示：“随着
国内经济持续发展和民众工资的上涨，大众市场的消费
能力在不断扩大，同时消费者也对品牌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国际专业运动品牌的打造一直是匹克矢志不渝的追
求理念，科技研发的创新、品牌价值的培养为匹克赢得了
突出的市场业绩表现，也将继续为品牌根植国内、走向世
界提供源源动力。”

在财报中显示，截至2010年12月31日，匹克销售网点
已经达到7224家，较去年的6206家增长了1018家，且其中
包括旗舰店19家，并在全国31个省市和地区建立起完善
的营销网络。“匹克专卖店的扩充为品牌渠道打下基本布
局，如同品牌坚实的盾牌，而旗舰店和篮球主题店则像一
把锋利的宝剑，伸向一线城市和行业的细分市场，用品牌
最具优势的利端来开拓市场最前沿部分，这样在行业市
场中形成匹克攻守有道、进退自如的有效战略局势。”匹
克CEO许志华表示。

据悉，2011年匹克还将继续把营销重点放在国内二、
三线城市，并加强对高增长潜力地段的渗透，更好地把握
城市化及国民工资上升等带来的机遇。不断优化店铺面
积和地段，以此提升零售表现和品牌形象。此外，匹克还
将加强与淘宝等高人气的电子商务平台合作，以全面吸
纳网购消费者。同时，匹克将继续专注于篮球市场和篮球
专业产品，突出专业篮球的品牌核心，带动和促进更广泛
的体育领域的全面发展，发力支持足球、网羽、慢跑等产
品，大力推动产品研发、渠道布局以及市场推广，争取在
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及盈利回报的基础之上，进一步实现
国际专业运动品牌的战略目标。

★山东六十年 六十品牌 ★驰名商标 ★山东
省服务品牌 凡优惠期内订机均可获赠500元礼包(浴
霸、太阳能手电、雨伞、水杯、炒锅等)并可获赠材料费
或参加以旧换新,以旧换新不分厂家。推荐机型超级数
字化系列180-20支,仅售3690元；华美系列180-20 166升数
字化新品促销价2690元 ▲完美的品质 ▲完善的服
务▲选择桑乐太阳能乐享低碳新生活

订购热线:88954401 13176446133 地址:闵子骞路26号

桑乐太阳能 春蕾计划
火爆开幕！

匹克体育发布2010年全年业绩

最小的单反相机

便捷iPad掌托

家用急救皮肤冷却器

便携水燃料

充电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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