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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联卡年底各种给力，不仅

刷卡晒单送电影票， 还可以1元

刷菜品哦！12月1日起，在指定商

家处持银联卡，1元即可享该店

特色菜品一份。上百种菜品通通

1元刷，只要你有62开头银联卡，

一卡在手，吃遍成都！有问题可

拨打电话：400- 6028- 377！ 锦江

区的卡里奥鸡尾酒餐吧、江泉道

韩式料理、签签生活这三家餐厅

都可以在消费200元以上时1元

刷其特色菜品，而老庄麻辣养生

火锅、成都东方广场假日酒店天

府中餐厅、御苑精品川菜酒楼则

只要消费就1元刷特色菜品。In-

ner们可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啊！

地地道道的重庆特色，具

有传统重庆火锅鲜、香、麻、辣

的特点， 但又克服了传统重庆

火锅口感油腻、食后易上火、调

味碟和筷子等易产生脂肪凝结

以及餐后火锅气味会吸附在身

上的弊端，形成了汤色红亮、清

澈见底、清香四溢、麻香突出。

土巴碗、纯正牦牛油炒料锅底，

带你领略正宗的山城风味！

网友评价：他家的火锅真不错，味道好，鹅肠很好吃，超喜欢的一家

火锅。（

vanessa

蘑菇）

1986年皇城老妈的创始人廖华英开设

自家的火锅店， 因为当初的火锅店就坐落

在成都古皇城坝， 而开店的廖华英又被熟

客尊称为“老妈”，于是就有了皇城老妈的

字号。这里的牛肉和毛肚是食客必点，服务

也相当礼貌周到，经常会有一些特色表演，

例如川剧变脸等。

网友点评：算是蛮高档的火锅店，通常

来了外地朋友就会往那儿带。环境非常好，

古色古香，看起来很有底蕴。红汤火锅适合

大众口味，不会太辣；白汤火锅鲜美不腻，

涮到最后也不会变色。 老妈牛肉和毛肚每

次必点，没有不踏实。（

ninie

）

成都玩乐帮主终极PK�万元大奖等你豪夺

武林PK ， 层层角逐！20强终于

来啦！谁将是IN 成都江湖悬赏令最

受欢迎最火的达人？赶紧来围观！20

位达人成功晋级第三阶段PK赛，20

进10， 赢万元赏金！IN 客们纷纷祭

出标签神技， 倾力打造地点手册秘

籍！摇旗呐喊，拉帮结派，只为问鼎

盟主宝座！ 看谁能最终跻身武林十

大门派，结成江湖玩耍同盟！

【参与方式】

20晋级达人通道：1.20位晋级

第三阶段的达人用户， 需在指定的

10个主题地点下，分别发布1条最完

美的“玩转成都攻略”榜单（每个

榜单，至少推荐5个地点，按照排名

推荐），即为成功完成任务，抢占前

10名终极达人名额， 赢取1000元敢

耍爱泡基金；2.邀请好友或用户，为

自己的攻略加“赞”，为自己投票加

油。

亲友团投票通道： 进入活动页

面，在指定的10个主题地点下，为你

中意的点评攻略“赞”一个（可多

选）， 选出你心目中合格的成都玩

乐帮主！

【主题榜单地点】

标题+ 推荐地点+ 推荐理由

（ 以 排 行 榜 的 形 式 N O .

1- N O .5- N O .10，至少推荐5个以上

地点）：1. 巴适串串的麻辣欢；2.成

都人的火锅宴；3.最精致的甜品店；4.心目中的情调咖啡小店；5.地道苍蝇馆子好味道；6.成

都有正宗的西餐厅吗；7.主角是五花肉的韩式料理；8.自助餐怎么吃怎么划算；9.一个人的

火锅，冒菜榜；10.面面俱到，面条也来打榜。

【活动奖励】

总分排名在前10位达人用户将每人获得1000元敢耍爱泡基金；

后10名用户将加入IN 成都高级达人用户试吃团（奢华盛宴场，可免费参加2013年IN

成都任意3场试吃活动）+ IN 成都定制大礼包一份。

最

IN

活动

IN成都达人迎来终极PK

“2012，让我们一起登船吧！”据说好些人

已经开始为登船做准备了， 不管我们的未来会

怎么样， 开心快乐的生活才是最重要的。 不过

呢，如果，我是说如果的话，如果你只能带一道

你喜欢的川菜登船，你会选择哪一道川菜呢？哈

哈

活动时间：截至

12

月

20

日

参与方式：

1.

在“万里号酒楼”地点上传你

喜欢吃的川菜图片和想说的话， 就有机会成为

船上的一员。

2.

在任意地点上传你吃火锅喝加

多宝的照片， 或者任意含有加多宝的创意照片

并带有“吃火锅就要加多宝”的关键字，上传越

多上船越容易。

你会带上哪道川菜登船？

推荐

IN

空间

最

IN

优惠

持银联卡，

特色菜品1元刷

最

IN

地带

老街坊（天仁路店）

———签到

1622

次

走平民路线的火锅店，价

位亲民，味道很好，是附近居

民吃火锅的首选。 泡椒肥牛、

甩饼、酥肉是食客一致推荐的

菜品。高桌子、长条凳、老照片

的店面装潢，浓浓的怀旧氛围

是这里最大的特色。

网友点评： 很喜欢的一家

火锅店，没有奢华的装修，极其

朴实的环境，亮点是店内服务生，统一着装，墙上的挂件表述那段纠结

的历史。火锅味道本身也很出彩，属于比较偏重口味的香辣火锅，菜品

分量给足了的，酥肉很美味。（绿子）

老知青火锅(交大店)

川江滋香火锅在重庆火锅中一枝独

秀，驰名中外，而其干锅也是别具风味。

其味醇厚、飘香逸人、入口即化、香辣可

口、麻中有辣，在麻辣的同时又有一种独

特的原料鲜味， 越麻辣越想吃！“亲情服

务得顾客、鲜香菜品领市场、价廉物美享

美誉” 是川江滋香老火锅全体员工的经

营理念。

网友点评：这家店离西南交大挺近，很

多学生来光顾，味道挺不错的。（

tobyzhao

）

川江滋香干锅店

———签到

1655

次

廖老四餐饮连锁管理有限公司成立

于2002年，是一家项目开发研究、连锁投

资、 特许经营管理的专业化餐饮连锁公

司。店里鹅肠选用整根肠子，粉嫩爽滑，

很长，一根到底，绵而不断，煮过之后脆

中有韧性，鲜香爽口，味道相当之巴适。

网友点评：鹅肠鹅肠不愧是招牌菜，

烫着吃味道很香，也是脆脆的感觉，开始

吃的时候是辣度挺合适的， 吃到后头越

吃越嗨，就越过瘾！菜品也是新鲜的，一

次性锅底，质量、味道让人放心。推荐吃

千层肚、鹅肠、鸭肠、猪黄喉。（微雨丝恋）

廖老四鲜鹅肠（玉林南街店）

———签到

1223

次

皇城老妈(皇城店）

———签到

1862

次

灵悦智能电视宝“四宗最”上演客厅大咖秀

你有多久没有认真地观看自家的电视
了？ 这个问题恐怕很多人的答案是

long long

ago

（很久很久以前），大量智能终端充斥了人
们的生活，谁还会捧着一部电视傻乐。 其实在
客厅这个范围来说，电视还是主角。 基于消费

者对“潮性客厅娱乐”文化的推崇，灵悦智能
电视宝横空出世， 一种全新的客厅娱乐数码
神器， 正是感召与为解决消费者客厅娱乐的
问题，将给用户呈现出最健康、最简单、最丰
富和最放心的完美体验与服务， 也成为其打

赢客厅战争的秘密武器。 灵悦智能电视宝已
经用实际行动给出了这场战争的结果， 还在
等什么， 灵悦智能电表将为每一个选择它的
人带来非凡的客厅娱乐新生活， 期待变成本
世纪最具娱乐精神的你我他可以行动了！

以产品竞争力成就全球鸡精业“隐形冠军”

2012

年
12

月
18

日， 鸡精行业领军者
太太乐正式对外宣布成功实现精类产品产
量突破十万吨规模， 远远甩开全球其他鸡精
类竞争对手，成为中国又一个“隐形冠军”。

回顾太太乐二十多年的发展历程，我
们发现太太乐似乎又成为了佐证赫尔曼·
西蒙“隐形冠军”理论的又一最佳案例。

太太乐创办伊始便立下远大目标，并
且始终高度专注于自己的专业领域。 从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荣耀中先生研发了 “鸡
精”创办了太太乐时起，开始力行打造领先

的鲜味科技， 联合制定了我国呈味核苷酸的
食品添加剂标准，主导中国鸡精行业标准、国
家标准的起草， 占领了鲜味科学的理论制高
点和拥有了扎实的理论转化为实践的能力。

太太乐创造性地将“鲜味相乘”理论应
用于产品研发设计，创立了“鲜度”的概念，

创新性采用生鲜鸡肉作为产品的原材料确
保产品高品质，积极应用先进生产技术，同
时率先全面进行品牌建设， 开通

800

全天
候免费服务热线，开发“鲜味之旅”工业旅
游项目，坚持实施魅力终端计划等，充分体

现了太太乐勇于创新的特质。

太太乐拥有强大、健康的企业文化，企
业快速发展，员工受益；员工受益，内部向
心力加强，企业得以更快发展。 注重关爱职
工、 尊重职工贡献的企业文化氛围让太太
乐形成了内部强大的凝聚力。

总结太太乐二十多年的成功经验，我
们发现以产品竞争力为核心的竞争优势体
系才真正成就了隐形冠军的优势地位，而
这也是太太乐最值得我们国内企业学习和
借鉴的地方。

以
LED

作为光源的半导体照明，在全
球推进低碳经济和绿色照明的大背景下迅
猛发展， 随着国家政策层面的不断激励和
大力推动，以及地方政府积极部署推广下，

LED

照明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渗透各个领
域。 有媒体报道指出，未来几年

LED

照明市
场面临高速成长期，但由于

LED

照明的成本
高昂，多应用于户外或公共照明的领域，其它
领域由于价格原因一直不能形成规模进入。

日前， 广东奥其斯科技有限公司推出
的高品质、 高性价比

3WLED

球泡灯低至
8.5

元，价格低于同功率的节能灯，引起了
业界震动。 有权威人士分析，奥其斯此举打
破了

LED

照明市场的价格坚冰，将加速扩
大

LED

照明的应用普及领域。 近年来，奥
其斯斥巨资打造全球唯一的全自动化生产
线， 它融合领先的电子测量、 精密机械制
造、光学分析及测量、机械智能控制、机器

视觉等核心技术， 实现灯具零配件自动上
料、灯头自动组装、电源线自动焊接、外壳
自动涂胶与安装，彻底颠覆

LED

灯具人工
手动生产模式。 另据透露，奥其斯打造全球
LED

照明“工厂超市”，将以代工模式服务
于全球

LED

灯制造企业，以奥其斯高品质
的产品帮助企业打造自有品牌的同时，致
力于

LED

灯具的质量提升和价格降低，从
而推动

LED

灯具的普及和推广。

一台冷柜暖了两代人的心 海尔冷柜成兑现爱载体

近日， 海尔与凤凰网青岛站联合发起
的“如果爱·兑现爱”活动越来越火爆，网友
纷纷敞开心扉， 通过活动表达埋藏在心底
的爱。 活动中涌现出的大量与亲情和爱情
有关的感人故事， 为市民在隆隆寒冬中带
来一股“兑现爱”的暖流。微博用户“盒子在
江湖”分享了一段与冷柜有关的温暖故事，

触动了不少网友的孝悌之心， 纷纷表示要
好好珍惜与家人之间的浓浓亲情。

“盒子在江湖”通过活动发表微博：“这
两天天气又降温了， 我正在因爸妈为做顿
饭还得天天挤公交去超市而发愁。 结果我
话还没说呢， 留守家中的媳妇儿就来电说
给爸妈送去了一台冷柜， 让多冻点馒头肉
啥的。 希望二老能在冬天里感受到儿媳送
去的这份温暖吧。 ”

冷柜虽冷，孝子之情却跃然纸上。 有网
友当即评论说， 简短的几行字就勾勒出了
儿媳的孝顺周到，也含蓄地表达了儿子“爱
家”的赤子之心，让很多老人羡慕不已。 笔
者通过电话访问了“盒子在江湖”网友张先
生。张先生告诉笔者，他以前是一位忙于应
酬的“失陪族”，无论多晚回家，父母总是为
他准备好热腾腾的饭菜，时间久了，自己也
习以为常了。直到结婚有了自己的家，才知

道要做好一个大家庭的饭有多辛苦。

“爸妈怕肉放久了不新鲜，几乎每天都
要坐公交车去超市买。 他们看我平时忙，怕
耽误我工作，一直都没跟我说，还是我偶然
发现的。 ”张先生告诉笔者，从那时起，他就
一直惦记着， 想给爸妈买一台冷冻性能好
的冷柜放在家里，能让他们吃的健康，同时
还能减轻他们的奔波之苦。

张先生没想到媳妇儿也早就想到了这
一点，主动给老人买了一台海尔冷柜！ 张先
生告诉笔者， 妻子专门到商场挑了一台节
能和冷冻效果都不错的海尔立式冷柜，替
他圆了心愿。 他这次参加活动，和其他网友

分享这个故事，是希望借着
海尔“如果爱·兑现爱”活动
的影响力，提醒其他的 “失
陪族”：工作固然重要，但是
家人的健康和幸福更重要，

一定要用实际行动将心中的
爱表达出来， 而不要只是深
深的埋在心底。

笔者事后了解到，海尔
立式冷柜以多样化的功能
和人性化的设计，赢得了众
多都市人群的喜爱。专家评
价说，“海尔的节能环保和

大冷冻力功能，比普通冷柜更加省电，并确
保了食物的营养不会流失， 能做到更好地
保鲜。 立式柜体和抽屉式的设计，有效利用
了厨房的空间， 并且使人们在存取食物的
时候更加方便。 ”这也是张先生的妻子选择
这样一台冷柜的重要原因。

随着海尔发起的“如果爱·兑现爱”活动的
开展，不少网友都重新审视了爱的含义，将爱
的想法转化为行动，在

2012

年年末掀起了一
股“兑现爱”的热潮。 通过本次活动，不少网友
已经带爱回家。 海尔冷柜作为爱行动的载体，

也为人们创造了更好的绿色家居生活。

奥其斯“工厂超市”破 LED照明价格坚冰

责任引领创新，东风日产获“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榜杰出企业奖”

12

月
14

日，东风日产荣获“中国企业
社会责任榜·杰出企业奖”。 据悉，东风日产
不仅与奖项的“仁商”考核体系相契合，在
环境及经济责任、和谐关系、员工关怀、社
会公益等方面的指标表现突出， 而且能够
以创新理念指引企业社会责任的践行，在
教育、环保及行业相关的道路安全方面，有
不少值得借鉴和鼓励的创新之举。

东风日产副总经理任勇表示， 东风日
产成立的时间不算长， 但能够后来居上的
核心就是创新， 不仅在商品和服务上创新
体验，给消费者带来新的价值，更在企业社
会责任的担当上，能够以新观点、新思路、

新做法， 让利益相关方都能从中感受到创
新带来的好处，从而增强信赖，帮助企业实
现快速和谐发展。

教学相长，阳光关爱创新教育公益

有位教育界专家曾说过，“一个好校长
就是一所好学校， 一批好教师也是一所好
学校”，区别于惯常以捐资、捐物方式进行
的助教活动， 东风日产不仅关注学生的教
育需求，更能以教学相长的更深思考，关注
教育欠发达地区师资力量的培训。 通过“走
进去”、“请出来”等创新举措，真正用爱心
和智慧， 帮助教育欠发达地区实现教育水
平的稳步提升。

2009

年
7

月， 东风日产启动 “阳光关
爱·助教未来”教师培训行动，联合全国专
营店、各地教育局，对欠发达地区的校长和
班主任进行培训。 在汶川地震时，东风日产
发现当地对灾后心理辅导和精神重建的紧
迫需求，主动“走进去”，派出

5

批、共
50

人
次的专家志愿者， 赶赴汶川开展一对一的
援教和精神重建工作， 成为诸多援建行动
的一大亮点。

而且， 还将灾区及其他教育欠发达地
区的校长、骨干教师“请出来”，到广州、北
京、上海、山东等地实践考察，学习发达城
市优秀教育模式、办学理念及管理方法，再
将其落实到实际工作中， 进一步提升教育
欠发达地区中小学教师的整体素质。

如今， 东风日产先后在全国
9

个地区
开展助教活动，累计投入教师培训资金、教
学教材、学习用品等超过了

2000

万元人民
币，受惠教师、学生分别超过了

20

万人和
50

万人。

推己及人，打造环保低碳的绿色全价值链

在公益环保领域， 很多企业都习惯于
“种树植绿”， 东风日产却不仅仅重视环境
的绿化，更从自身出发，在每个发展阶段，

都致力于在整个汽车产品生命周期开展环
境管理，从商品规划、研发、制造、物流、销
售和服务，直到产品报废，创新性地构建了
一条绿色全价值链。

“环保公益，是环环相扣的一个价值链，

只有从整个价值链的宏观角度，层层把关，

才能在思想和行动上， 实现真正意义的环
保，”东风日产经营管理总部副总部长李军
表示，目前，东风日产正在积极推动“

2015

绿色计划”，并在完善自身基础上，积极推

进绿色公益行动。

在绿色设计方面， 大力推广节能省油
的无级变速器

(CVT)

运用，目前已有
90%

车
型具备该项技术，同时通过循“循环设计”，

在汽车整个生命周期中高效、 创新的利用
资源，减少材料浪费，将车辆对环境的负面
影响降到最低。 在绿色采购上，

90%

以上的
供应商通过了

ISO14001

或
GBT24001

环
境体系认证， 绿色采购占公司总采购金额
的

80%

以上。 在绿色制造上，东风日产不仅
拥有国内最早、可开展整车

VOC

测试的测
试舱， 并率先设立了车内环境检测专项实
验室及车内空气质量控制专项研究组，而
且广泛采取先进制造工艺， 减少资源及原
材料消耗，包括使用全自动废料输送系统，

材料回收利用率达到
100%

。

基于自身严格的环保管理和创新的绿
色全价值链建设， 东风日产被国家环境保
护部门授予“国家环境友好企业”、“中国环
境标志优秀企业”等称号。 推己及人，东风
日产还一直致力于环保公益的开展和环保
理念的推广，通过与中国绿基会合作，开展
“天籁绿洲”项目，在水源保护区、沙漠地区
等种植绿树超过

5000

亩。

同时， 东风日产还已先进的新能源汽
车为载体， 率先和国家工信部及武汉、广
州、 大连等城市签署了纯电动汽车示范运
营协议，形成了“以点带面、纵贯南北”的新
能源汽车推广布局。根据计划，预计至

2015

年，仅大连一个城市，东风日产就将交付
1000

辆“零排放”的纯电动汽车用于城市运营。

知行合一，汽车公民让安全和文明随路延伸

一直以来， 东风日产不仅大力推广节
能环保及新能源汽车的研发， 而且很重视
良好驾驶习惯和道路安全意识的普及推

广。 任勇表示，“我们不仅向消
费者提供高品质的汽车， 更向
我们的车主输出一种高品质的
汽车生活理念， 帮助大家养成
好的驾驶、保养习惯，懂得遵守
道路礼仪， 这样才能最大限度
享受汽车文明带给我们的快
乐。 ”

为向顾客传递安全驾驶理
念、培养顾客安全驾驶习惯，东
风日产开行业先河， 率先构建
以“安全驾驶训练营”为核心的
驾驶安全与汽车安全平台，以
各种形式展开面向车主及公众
的安全驾驶理念与技术培训，

通过贴近实际的各种道路安全
体验活动， 扎扎实实地向消费
者传播安全行车、 安全急救等
知识和技能。

“东风日产创新科技和安全
驾驶体验营”（

NTSDF

）搭载了
汽车科技演示器具， 还有多个
在日常生活中可能遇到的交通
安全事故的模拟实验器具。 公
众在了解汽车原理、 构造的同
时， 还可以亲身体验例如车辆

碰撞模拟、车辆翻滚模拟、安全气囊打开等
项目， 学会如何在交通事故发生时安全逃
生，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些安全事故模拟体
验能够从另外一个侧面， 提醒驾车和乘车
的朋友们未雨绸缪，做到文明驾驶，保证安
全出行。目前，

NTSDF

已经走过全国近
300

个城市， 向
300

万参与者传递安全驾驶知
识、倡导文明出行理念。

2011

年
12

月，东风日产将多年道路安
全方面的公益实践总结、升华，在社会上第
一次提出“汽车公民”理念，理念提倡无论
车主或是行人，都是道路上的一份子，每个
人都享有安全、快捷到达目的地的“权利”，

但这个权利更应建立在遵守道路交通规
则，关爱自己，尊重别人的“义务”之上，并
由此发布了基于道路礼仪和文明的 “汽车
公民公约”。

汽车公民理念一提出，就在企业员工、

合作伙伴和社会公众中引发热烈反响，汽
车公民，从我做起，一场“汽车公民”的公益
浪潮正在掀起。 著名音乐人、导演高晓松就
曾被“汽车公民”理念打动，主动加入“汽车
公民”宣传行列。 如今，东风日产汽车公民
已卷入超过

1.2

亿人参与，很好提升了公众
道路文明意识。

“创新，不仅关乎企业运营方方面面，

更是企业本能，”任勇表示，“在企业社会责
任的担当上， 东风日产将坚持体系化和创
新化的运作，以责任驱动创新，以创新实现
领先。 ”有行业专家认为，从“善其身”到“济
天下”， 东风日产在公益责任上的创新之
行，既加深了社会各方对企业的信赖，又推
动了业绩的快速增长， 实现了自身与利益
相关方的共同成长。

东风日产经营管理总部副总部长李军发表获奖感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