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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选IN成都“每月话题王”

5万积分疯狂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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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州红提采摘月即将开幕

好吃好耍持续一个月

采摘最甘甜红提、穿越荷塘湿地、体验

农田风光、畅饮激情啤酒！8月2日，崇州第

十届红提（有机蔬菜瓜果）采摘体验月即

将在桤泉镇开幕，接下来一个月的时间，将

为市民和游客献上夏日最不容错过的精彩

节目。

红提正式熟了

香甜饱满等你来摘

记者了解到， 崇州市桤泉镇红提有10

年种植历史，因桤泉镇独特的土壤、大气、

水环境而品质极佳， 目前已经连续举办了

九届红提采摘节， 已经成为远近闻名的红

提之乡。“今年咱们的葡萄全部按现代农

业的要求进行了标准化技术改造， 比原来

更甜更脆了！”农户胡先生告诉记者，为了

提高葡萄品质， 农业专家对2000亩葡萄全

部实行统一技术指导、统一病虫害防治、统

一生产资料购进和统一包装， 避雨栽培等

方式，让红提病虫害大大减少，口感也得到

提升。

据了解， 桤泉镇今年还专门邀请成都

市农产品检测中心进行果品检测， 结果显

示红提葡萄不但糖分高， 各种农残指标还

远低于国家标准的上限值。 市民可以在果

园里放心挑选采摘， 从树上摘下来直接吃

也没问题，根据红提品质不同，每斤价格在

12－30元不等。

吃喝玩乐采摘月

每一天都精彩不停

文艺演出、自行车绿道体验骑游、果王

评比大赛。桤泉镇党委副书记周艳红介绍，

市民到桤泉镇除了可以品尝优质红提之

外， 在8月2日采摘体验月开幕式当天还能

参加这些精彩的活动。除此之外，记者了解

到，开幕式之后，好玩有趣的活动将在红提

采摘体验月持续上演。

8月2日晚上将上演“乡村嘉年华·红提摇

滚夜·激情啤酒周”活动，活动将选出热情洋

溢的啤酒先生和啤酒小姐；8月3日—8月5日晚

上，将是“有梦你就来·音乐大闯关”活动，活

动设立了家庭梦想基金等你来赢取；8月3日—

8月8日，将有“水上激情碰·财源滚滚来·皮划

艇比赛”等水上趣味活动；8月3日—8月20日，

将举行“垂钓荷花池·垂钓桤木河畔”的钓鱼

比赛；8月2日—8月20日，游客可以来参加“穿

越荷塘湿地·体验现代农业风光—美丽乡村

康道之旅”活动。赏荷花，摘红提，玩开心，吃

巴适。 市民朋友抓紧拖家带口去崇州桤泉镇

享受夏日里的激情和舒爽吧！

专项活动介绍：

1

、 乡村嘉年华·红提摇滚夜· 激情啤

酒周（

8

月

2

日晚上

19:00

—

20:30

）

活动介绍： 特邀摇滚乐队驻场演出，音

乐间隙，主持人宣布啤酒节正式开幕

,

由桤泉

特邀嘉宾打开啤酒桶

,

酒花四溢，啤酒喷涌而

出

,

同时漫天飘洒啤酒雨雾以及缤纷彩带。摇

滚乐队开始激情演奏，场面顿时热闹非凡。在

乐队演奏的高潮阶段，精心布设的冷烟花随

着音乐的节奏此起彼伏，配合台下来宾的桄

椆交错。整个现场的狂欢氛围达到高潮。

2

、 水上激情碰·财源滚滚来———水上

趣味活动（

8

月

3

日—

8

月

8

日）

3

、有梦你就来·音乐大闯关（

8

月

3

日—

5

日每晚

18:00

—

20:00

）

4

、 垂钓荷花池·垂钓桤木河畔 （

8

月

3

日—

20

日）

活动介绍： 邀请

30

至

40

名垂钓爱好者

在规定时间内比赛钓鱼， 各自钓的鱼拿走

,

另根据钓鱼的重量或数量评出三个奖项。

5

、我骄傲我自豪·果王评比大赛（

8

月

2

日

10:00

）

活动介绍：品味桤泉红提，评出最美味红提。

6

、 穿越荷塘湿地·体验现代农业风

光———美丽乡村康道之旅（

8

月

2

日

-20

日）

活动介绍：可自驾车（自行车）穿越荷

塘湿地，亲近白鹭、赏荷花、喝金银花茶、摘

红提、逛余花龙门子、品尝桤泉特色美食。

（更多活动详情请见

chengdu.cn

）

#？？？#�井字中间放什么？你来决定！IN

成都第一期话题王即将拉开序幕， 大家都

在讨论什么？刚刚有发生了什么？你说的东

西是不是大家都摆两句？IN 成都给你这个

展示自己统领话题界的机会， 只要你按标

准高质量完成话题任务，那么不知不觉中，

你就是我们要找的IN成都话题之王！

参与方式

活动时间：7月24日—7月31日

1、IN N ER 需要在IN 成都自建话题

（双井号中间带上话题关键字+你的内

容发布出来）

2、为确保话题真实有效，IN N ER 需

自己将自己的话题“经营”起来，带动其

他IN N ER 也来参与你的话题，一个新话

题的真实有效内容数达到20条之后，将

有机会被小编加精推上首页， 让大家都

能看到你创建的热点话题。

3、 话题王的数量一定是本月最多，

也一定是本月话题质量最高的。

评选标准

1、当月创建有效话题数量不能少于

30条， 其中必须包含15条时事热点。（有

效话题指： 每个话题下的内容条数不少

于10条50字纯内容或15字带图内容）

2、当月必须有10条话题被推至首页

注：满足以上两个条件者，评选出当

月创建有效话题数量最多的用户为当月

“话题王”。我们将每周一发布上周的“话

题王”排行榜，公布排名情况。

正宗好创意正宗好话题欢迎参加由

IN 成都带给你的每周最热话题活动。你

的积分现在还觉得不够吗？ 你现在还觉

得你说话没有分量吗？ 这一切将不在是

你的梦想，在这里将成为现实。用你的双

手创造奇迹吧！ 成为积分大户将不再是

遥不可及的问题。创造话题，获得积分！

将想要的东西通通带回家！

参与方式

活动时间：每周一次，每周一评选上

周的最热话题，公布名单，发放积分。成

为话题发起者， 让身边的朋友参加你的

话题。用你的言论影响IN 成都的生活，让

它成为社会热点。

评选标准

相关话题产出量*50% +参与话题人数

*30%+浏览量*20%=最终得分（话题关键字

内容有效产出量80条以上入围评选名单）

奖品奖励

第一名：10000积分

第二名：5000积分

第三名：3000积分

想在IN 成都热点首页看到自己喜欢的内容，

为什么不建一个话题推到首页去， 还有1000积分

拿。发现成都的热点，分享给同样喜欢的人，这是

一件幸福的小事。

话题推首标准

1、24小时内产生Post数量在20条及以上 （赠

送300积分）；

2、24小时内参与人数超过20人（赠送300积分）；

3、24小时内话题的Post总量超过80及以上

（赠送400积分）；

特别提示

1、每天选出5个话题加精，每天每个用户限得

一次

2、发现使用小号发布无效内容刷屏者，倒扣

500积分

PART1

PART2

上榜每周最热话题 1万积分大奖励

PART3

建一个话题推到首页去

奖励1000积分

当选每月“话题王”5万积分疯狂送

蒙牛开放工厂 邀NBA球星一同见证国际品质

近日，效力于圣安东尼奥马刺队的著名

球星丹尼格林来到呼和浩特蒙牛工厂，参加

蒙牛2013年开放工厂之旅活动。 活动中，丹

尼格林与消费者一起参观了蒙牛工厂，并向

同行的消费者展示了他享誉NBA的三分球

绝技。 兴致所致，丹尼格林还穿起化验员的

白大褂，体验了一把中国牛奶化验员，并前

往蒙牛牧场体验喂养奶牛，与消费者共同见

证来自中国龙头乳业的国际品质。

透明平台真诚沟通

据主办方介绍， 此次明星参观工厂的

幸运消费者来自 “绿色蒙牛幸福畅游” 活

动。该活动是蒙牛开放日活动的延续，旨在

与消费者开展持续、透明的沟通活动，让消

费者有机会走进蒙牛、了解蒙牛，了解一包

牛奶的生产过程。业内人士分析认为，蒙牛

此举不仅构建了一个与消费者良性互动的

透明平台， 更能在乳品消费信心不足的今

天让更多的消费者感受到乳企的努力与真

诚，让消费者了解真实的蒙牛。

合作掀起“中国牛奶运动”

据悉，NBA（中国）是蒙牛乳业的战略

合作伙伴，自双方紧密合作以来，分别利用

各自在营养及体育方面的专长， 大力推动

“中国牛奶运动”的共同目标。本次丹尼格

林与蓝天绿地活动的消费者近距离接触，

在网络上掀起了不小的讨论浪潮。 参观期

间， 丹尼格林向球迷展示了他过人的三分

球绝技， 更是指导现场观众分组玩起了三

对三对抗赛，让球迷们大呼过瘾。

蒙牛方面表示，此次参观活动是按照牛

奶生产流程来设计的，从牧场奶源、到工厂、

再到涉及到的各方检测，整个参观过程中可

以感受到产品生产整个流程的严格把控。

全民见证今日国际“牛”

日前， 笔者关注到蒙牛乳业与雅

士利国际先后停牌的消息， 短短一日

间蒙牛收购雅士利的新闻陡增。 媒体

更是以“蒙牛‘野心’猛如‘牛’”为题分

析此事， 称蒙牛在此前并购现代牧业

后，消除了下游领域的竞争，掌控了奶

源与议价权 ， 从而盯上了新的目

标———婴幼儿奶粉市场。该文章指出，

蒙牛乳业正以整合上下游的方式扩展着自

己的版图。

某媒体则指出，并购对于奶粉行业，短

期内可能不会有太大的影响， 也难以导致

大规模的行业洗牌， 最大的影响就是其市

场份额的变化。 并购同时会引起消费者的

关注。 事实上，对于消费者来说，谁并购了

谁无关紧要，不管是洋品牌还是本土品牌，

重要的是产品质量有保障， 重要的是喝上

真正的放心奶。

无论是与国际乳业巨头爱氏晨曦合作

对标国际、收购现代牧业优化奶源管理，还

是与法国达能合作成立合资公司、 收购雅

士利发力奶粉领域， 蒙牛乳业近年来不断

实施变革举措，向“质量最好、最专业、最专

注的乳品企业”的愿景扎实迈进。

万和第Ⅱ代双涡轮烟机横空出世

21立方屹立行业之巅

吸油烟机作为舶来品自上世纪80

年代进入国内市场，围绕如何解决中国

厨房的油烟难题，其产品和技术在不断

革新。

作为国内厨房电器领军品牌，万和

深刻洞悉消费者对新时代厨房的需求，

继2008年第Ⅰ代双涡轮吸油烟机面市

开创排风量达19m

3

/分钟的大风量时代

后，万和第Ⅱ代双涡轮烟机在近期横空

出世， 以21m

3

/分钟的排风量再次刷新

行业风量纪录，成为国标排风量峰值的

2.1倍， 是目前市场上吸力最大的油烟

机。

破局三大油烟难题，万和第Ⅱ代双涡轮

烟机吸力行业最大

据了解， 中餐煎炸炖炒的烹饪习

惯、国内高层住宅建筑的兴起和开放式

厨房的流行，成为新时代中国厨房面临

的三大油烟难题。 这三大油烟难题，考

验吸油烟机瞬时吸烟、极速排烟和快速

拢烟的能力，而这些都离不开大风量技

术。几千年传承的中餐烹饪习惯和中国

家庭厨房使用环境决定了风量始终是

烟机的核心指标，而消费者对烟机吸排

性能的关注也从未减弱。

万和第Ⅱ代双涡轮烟机传承双涡

轮技术，采用两个独立涡轮，电机的转

速升级至1080转/分钟， 排风量可达

21m

3

/分钟，超大风量意味着超强吸力，

可瞬时吸净猛火爆炒大油烟，实现1.5S

厨房快速换气， 不再害怕炒辣椒；而

21m

3

/分钟的超大风量形成的超强风

压，可实现极速排尽油烟，防止高层住

宅公共烟道的油烟回流倒灌。

积极创新求变，万和第Ⅱ代双涡轮烟机

达到综合性能最佳平衡点

不光如此，万和第Ⅱ代双涡轮烟机

在烟机的清洗难易程度上也有了大的

突破。通过油网、涡轮、电机等重要部件

的升级和创新性设计， 实现了吸烟、滤

油、导油“三效合一”，油脂分离度可达

96.5%，真正做到免拆洗，易清洁。 同时

万和第Ⅱ代双涡轮烟机外观时尚优雅，

操控智能便捷， 尤其是延时智能设计。

使用者只需要在烟机启动后，再按一次

档位键后， 烟机将自动延时90s然后自

动关机，将厨房残留油烟清洁干净。

作为行业首款排风量峰值达到

21m

3

/分钟的吸油烟机， 万和第Ⅱ代双

涡轮烟机对未来的发展具有里程碑式

的行业影响。 业内专家指出，对于消费

者来说，彻底解决了消费者面临油烟吸

得慢、吸不干净等困扰，解决了新时期

中国厨房的三大油烟难题；对于市场而

言，万和第Ⅱ代涡轮烟机间接地推动了

市场油烟机向大吸力、易清洗、高效智

能等方向发展；对于行业来说，万和第

Ⅱ代双涡轮技术的应用，标志着中国吸

油烟机技术开始将排风量、油脂分离度

与清洗难易程度达到一个最佳的平衡

点，可以说是中国吸油烟机行业发展的

一个新里程碑。

三洋·帝度洗衣机反季热销 合肥三洋开盘会全国结盟

七月酷暑， 白色家电热卖榜上难得一

见的洗衣机产品， 却一反常态成为合肥荣

事达三洋2013秋季开盘会反季促销的一记

绝招。据悉，今年7、8月间，合肥荣事达三洋

携旗下三大国内主流家电品牌———三洋、

帝度、 荣事达在遍布全国的近200个城市，

陆续召开以“三洋开泰 帝度生辉” 、“王

者品质 荣事达” 为主题的2013年秋季经

销商大会，集全国渠道之力，力争在白色家

电增势日益放缓的大环境中，逆势勃发。

三洋开泰，渠道共赢

近年来， 伴随着国内城镇化的逐步发

展，消费主导时代日益临近，据估计，2013

年， 中国家电业销售规模可达到12500亿

元，约占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5.8%，

同时，整个行业也正在日趋理性。

据介绍，目前针对零售渠道，合肥荣事

达三洋制定出了五大核心策略， 即提升终

端效率、 打造高效推广平台、 改善产品结

构、 进行多层次无缝对接以及数据有效共

享，真正与经销商盟友一道，迎接新形势带

来的挑战。

新品亮相，品质升级

合肥荣事达三洋2013下半年主打新品

中不乏亮点， 特别是对于七月家电热卖榜

上难得一见的洗衣机产品，“反季热销” 的

三洋·帝度XQG75-L1103系列斜式滚筒洗

衣机，则尤其引人注目。

据悉，在其品牌阵营的“三驾马车” 中，

国际化高端生态精品家电品牌DIQUA帝

度， 在致力于卓越技术与精益制造的同时，

创新融合中国家电用户对于品质生活的追

求，以智能、环保的生态家电为核心产品线，

结合精智变频、精智保鲜、精智微波等全球

领先的智能生态科技，帝度冰箱已连续两年

被选作“中国南北极科考队专用冰箱” ；世

界家电变频专家的三洋品牌，则持续专注于

卓越技术和精工制作的家电研发和制造；目

前随着荣事达冰洗品牌的回归，连同帝度和

三洋，合肥荣事达三洋已是三剑齐发，全面

构建技术领先型白色家电王国。

华泰宝利格自动挡火热发售

天气进入炎热的盛夏，在各个汽车

厂家酷暑乏力之际，华泰汽车凭借自动

挡宝利格逆袭车市，赢得先机。 宝利格

自动挡搭载成熟、 先进的源自德国ZF

技术的欧意德自动变速器，以更高的能

效以及更顺畅的驾驶感受，给消费者带

来了全新的驾驭体验。 据了解，宝利格

自动挡车型售价12.97万元起， 已经陆

续在全国各大城市铺货。凭借着超强实

力和超高性价比，宝利格自动挡的上市

必将满足翘首以盼的市场订单需求，并

实现持续热销。

借力C罗，凌派CRIDER欲做中级车的“王者”

凌派CRIDER凝聚HONDA全球累积

的最尖端智慧和技术精华，是以国际标准打

造而成的全球战略车型，它采用了HONDA

独特的FUNTEC技术，不仅具备卓越的燃油

经济性，丰富的驾驶乐趣以及舒适性也将为

中国消费者带来全新的愉悦。

广本凌派CRIDER为什么会选择C罗

代言？ 首先他们都具备霸气的外观；其次C

罗高超的球技与凌派所搭载的先进技术非

常匹配； 而C罗犀利的球风与凌派CRID-

ER1.8L黄金排量所表现出的高效性能也非

常吻合； 更为重要的是两者都具备大气自

信、进取向上的王者气派！ 借力C罗的影响

力，凌派CRIDER一上市，便得到了业内和

消费者的关注， 并成为中级车市销量王者

宝座的最有力竞争者。 那么，与C罗比较，

凌派CRIDER身上都有哪些王者基因呢？

C罗能用速度过人， 用假动作过人，能

头球破门也能任意球破门， 能抢点能补射

又能远射，能脚后跟破门也能脚后跟助攻，

能进球帽子戏法……而广本凌派CRIDER

之所以会在竞争激烈的中级车市中脱颖而

出，也是得益于其搭载了多项先进技术：其

采用HONDA� FUNTEC舒适技术， 秉承

MM理念，即“人乘坐的空间最大化，机器

占用的空间最小化” ，实现了驾乘空间的宽

敞与舒适的完美结合， 车身长4650mm，宽

1750mm，高1505mm，轴距达2650mm，超越

了常规中级车的水平； 凌派CRIDER搭载

同级别最先进的科技配置———革命性的智

能屏互联系统，该系统使用了超大7英寸高

画质多点触控屏，实现了高质的影像显示，

通过连接智能手机，即可实现通过手机APP

进行新闻浏览、娱乐播放、游戏休闲、即时

通信等， 为驾乘者提供了精彩纷呈的汽车

互联生活； 凌派CRIDER以C-NCAP五星

级碰撞标准打造， 拥有同级至高水平的安

全碰撞性能，采用的G-CON碰撞安全技术

在碰撞发生时控制对车体的冲击力、 对乘

员的冲击力、对行人的冲击力，通过车体框

架的复合配置， 充分地分散和吸收来自前

方的撞击力， 不仅能在碰撞发生时提高自

我保护， 同时也考虑到减轻对方车辆及行

人的伤害。 因此，看出从C罗精湛全面的球

技更是可以一窥凌派先进丰富的配置。

凌派CRIDER以1.8L排量带来超级别

的动力体验， 同时以先进环保的动力系统

实现1.6L排量的油耗表现， 无疑将成为年

轻消费者兼具驾驶乐趣和经济实用性的选

择： 凭借 102kW/6500rpm的最大功率 、

172Nm/4300rpm的峰值扭矩， 带给驾驶者

动力澎湃的操控体验， 而其节能环保性能

也有口皆碑，1.8L车型综合工况法油耗仅

为6.7L/100km。

从终端市场反馈的信息来看， 凌派

CRIDER上市前后，包括上海大众朗逸、上

海通用科鲁兹、 北京现代朗动等主要竞争

对手在内的主流中级车均采取了降价狙击

的市场策略， 由此可见凌派CRIDER的市

场杀伤力。

油品升级或再推涨油价

思铭思域节能省油为车主减压

随着油品质量升级，PM2.5等机动

车尾气污染物将会随之减少，但同时也

可能促使油价再次上涨，最终还是由消

费者承担油品升级成本的“大头” 。

为轻松应对油价上涨的压力，选择

一款真正节能环保的车型，才是明智之

举。 东风Honda两款兄弟中级车CIIMO

（思铭）和CIVIC（思域）的节能省油性

能远超同级车型，且均达到了京五排放

标准，在选购节油新车时可优先考虑。

继承了Honda优秀的节能DNA，

1.8L的CIIMO（思铭）、CIVIC（思域）

的最低百里油耗分别为6.9L、6.6L。

CIIMO（思铭）与CIVIC（思域）两

车搭载了Honda经典的1.8L� i-VTEC

发动机， 并配以采用平行轴技术的

Honda� 5速变速器， 通过两者精密的

配合实现了“1.8L排量 2.0L动力

1.5L油耗”的最佳效果。

在笔者看来，不管是为了缓解油价

带来的压力，还是为了减小自身的生活

压力，理性的汽车消费者都应该选择一

款满足京五标准、提前达标的车型。

雅培第二季度每股收益超预期 新兴市场增长超13%

近日， 全球知名的多元化医疗保健公

司雅培公布了第二季度财报。根据报告，不

考虑外汇因素影响，雅培每股收益46美分，

超过了业绩预期指导范围， 并有望保持

2013年实现两位数增长。 第二季度，受营养

品和诊断产品的强势推动， 全球销售额实

现增长4.2%。 雅培继续拓展新兴市场，这些

国家的销售额增长了13.4%，其中俄罗斯和

中国的表现尤为突出。

在营养品业务方面，销售额增长了8.4%，

新兴国家销售额增长达到两位数， 贡献了超

过45%总体销售额。 第二季度，营养品业务总

共推出24款新品。 婴幼儿营养品销售额增长

9.3%。 成人营养品方面，销售额增长7.2%。

在第二季度， 全球诊断产品业务的销

售额增长了7.6%， 其中分子诊断业务和床

边监护产品业务强劲增长。 今年6月，雅培

获得了美国FDA第一个批准的HCV基因

分型检测， 这项检测将扩展雅培在传染疾

病领域内的诊断检测。

医疗器械销售额同比基本持平。 美国

之外的心血管产品业务销售额增加了

4.4%，主要依靠新产品的推出。 同时，雅培

尖端微创二尖瓣成形夹导管输送系统也贡

献了在美国以外地区的销售额。 医疗光学

销售额由白内障业务推动， 其占据了医疗

光学业务的60%。 雅培期望在下半年，医疗

光学业务能继续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