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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下
特卖

名不虚传：创维品牌价值位列电视行业前列

2017 年 1 月 9 日 ，由中国电子商务协会 、
中华品牌战略研究院和中华品牌网联合主办

的第 11 届中国电子企业品牌价值 300 强研
究报告发布会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办 。 报
告显示 ，2016 年度创维品牌价值实现跨越式
增长 ，由 2015 年的 658 .89 亿元上升至 832 .32
亿元 ， 位列中华电子企业第十三名 ， 电视行
业前列 ， “电视一哥 ”果然名不虚传 。

在此次的电子品牌价值评议中， 组委会不仅
发布品牌价值 300 强的名单， 更是首度发布了中
华电子企业营收百强及利润百强的名单。

经过研究发现 ，年度成功的电子企业 ，都
和 “流量快消品 ”息息相关 。 在如此艰难的市
场环境下 ，创维逆势上扬 ，交出让人眼前一亮
的优异成绩单 ：由 2015 年的 658 .89 亿元上升

至 2016 年的 832 .32 亿 元 。 此 前 ， 在 2013 -
2015 年 ， 创维曾连续三年荣膺中国液晶电视
品牌价值前列 。

面对后端收费模式的新挑战，创维实施“软硬
结合”的对策直面迎战，成功向销售智能化产品转
型：

“软”的一面，创维基于超过 2000 万户的网络
电视机激活总量， 与国内领先的在线视频品牌爱
奇艺展开战略合作， 通过银河互联网电视集成播
控平台，极大推动客厅娱乐体验，并开启从内容到
服务个性化的客厅娱乐新阶段。

“硬”的一面，创维升级与中国航天事业战略
合作，以工匠精神铸就高品质产品，以航天精神对

待科技研发， 成功研发出以 OLED 自发光有机电
视为代表的核心产品。

据创维数码 (00751.HK)发布的 2016 年 12 月
销售公告称，中国市场总销售量 119.2 万台，当中，
4K 智能电视机销量占 61.51 万台，同比增长 65%。
而 2016 年 4-12 月，创维电视机总销量为 1296 万
台，同比增长 18%。

作为一家以电视大屏为中心开发智慧家庭的
企业， 创维积极拥抱行业产业升级和消费升级的
契机， 以技术创新与模式创新并举的方式， 按照
“国际化、智能化、精细化”三大战略推动转型升
级，推进集团业务发展，进军智慧社区、智慧城市
等领域。

智胜车市新常态
800 万背后的东风日产

2016 年 12 月 26 日，东风日
产迎来了第 800 万辆整车下线，
同时宣布了 NISSAN、启辰双品
牌完成 110 万辆的年度销量。

紧跟国家及行业需求与转
型， 东风日产适时调整战略战
术，对市场和企业发展领先半步
谋篇布局。 在 2015 年和 2016 年
不断提升自身“内功”下，东风日
产实现了质的提升。

13 年间， 东风日产不仅实
现从 0 到 800 万的产销，更实现

了从花都一家工厂到广州 、襄
阳、郑州和大连四地八厂，从单
一产品到全品类覆盖，销售网点
超 1600 家，产业基地纵贯南北，
年产能从 27 万辆跨越到 110 万
辆。

2017 年， 东风日产将围绕
“I3 计划”落实，从智能出行、智
造品质、智享体验三大维度布局
未来，着力于全价值链的智能化
升级。

广告

工艺精湛
每个细节尽善尽美

当你看过斯庆高娃羊绒服饰公司生产的
羊绒衫、羊绒裙、羊绒围巾等产品，你就会对羊
绒有不一样的感受：原来羊绒可以有这么多的
时尚变化，能给沉闷的冬季穿搭带来不一样的
风情。而这也是斯庆高娃羊绒的品牌主张：像
法国女人那样去生活。

斯庆高娃羊绒服饰CEO兼设计总监赵小
姐曾游学法国多年，在带领新锐设计团队工
作时，不仅秉承了东方的严谨，还发扬了西方
的时尚与个性设计，将巴黎的时尚精髓融入
到每一件斯庆高娃羊绒的产品细节中。而即
使是最细小的辅料，斯庆高娃公司也是精心
筛选，力求让每个细节、每点装饰都尽善尽
美。因此，近年来，斯庆高娃在国内众多的羊
绒服饰生产厂家中脱颖而出，成为更受消费
者欢迎的知名品牌。

相比其他品牌，斯庆高娃羊绒服饰的款式
更加时髦。就拿女款羊绒衫来说，光是领口设
计就有很多不同的风格。比如，近年来非常时
髦的堆堆领、半高领，还有经典的V领、圆领、插
肩设计等，多变的款式让羊绒衫不再显得单
调，而是充满活力。 （余兰）

青城跑山鸡
土鸡中的战斗鸡

土鸡，也叫草鸡、笨鸡，
有别于笼养的肉鸡。其中以

“山坡散养土鸡”为最好。
呈45度陡峭的山坡上，

成群结对的跑山鸡咕咕叫个
不停，它们在树林里悠闲地
觅食，或相互打斗，不时有几
只土鸡蹲在树下或草丛下
蛋。“这里的土鸡很好斗。那
几个家伙颈项上的毛都没几
根了，就是打架打的。”

这里，就是祥侬公司青
城山跑山鸡敞养基地。绿色、
生态是这片大山的特色。由
于周边都是山林，鸡先生、鸡
太太们于是乎有很多机会跟
野鸡“厮混”，这也平添了这
些鸡们的与众不同。而“高强
度”的运动，原生态的散养，
生机盎然的环境，更培养出
肉质鲜美、口感巴适的青城
山土鸡。

青城土鸡
为什么好吃

一言以蔽之，山好水好
空气好。跑山鸡在青城后山
的自然环境中生长，呼吸干
净新鲜的空气，吃的是天然
的绿色植物、虫子，喝的是
山泉水。20多亩的山坡上，
植被茂盛，它们终日在林间
嬉戏吃食，追逐打斗。这种
鸡的质量、健康度远高于室
内养殖的鸡。正是在这样的
环境下，青城山的“祥侬生
态跑山鸡”味道鲜美又滑

韧，基地被成都市农委评为
“放养鸡标准化示范场”。

鸡汤面上漂浮着土鸡
特有的金黄色的油珠儿，鲜
香、醇美，说不尽的巴适！

买土鸡蛋
送白果炖鸡

如此自然散养、有机
运动的鸡，下的蛋自然更
加营养更加好吃。为回馈
新老客户，买够网特推2种
祥侬鸡蛋计划套餐：季卡
和年卡。套餐内包含三个
品种的鸡蛋：虫草鸡蛋、有
机健康蛋、青城山土鸡蛋。
亲们，下单就送青城山白
果炖鸡哦！

虫草鸡蛋：产自优质伊
莎雪弗黑康鸡，它们以有机
粗粮、活性蝇蛆蛋白、紫花
苜蓿草为食。“虫”即无菌蝇
蛆，是高蛋白质饲料。“草”，
即紫花苜蓿，其茎叶含有丰
富的蛋白质、矿物质、多种
维生素。单个鸡蛋净重55g
左右。市场价约4元/枚。

有机健康蛋：产自优质
白壳蛋鸡，以有机粗粮、胡
萝卜等进行散养饲喂。鸡蛋
无农药残留、无兽药残留。
单个鸡蛋净重55g左右。市
场价约2.6元/枚。

青城山土鸡蛋：祥侬合
作社成员分散饲养母鸡所
产，母鸡生长环境良好，啄
食昆虫、青草和泥土等，鸡
蛋风味独特，营养均衡。单
个鸡蛋净重40g至60g，市场
价约2元/枚。

祥侬公司青城山跑山鸡
敞养基地
公司地址：都江堰市青城
山镇永益村四组
咨询、预约电话：
028-86626666

（冯石龙）青城山土公鸡 青城山土鸡蛋

规格：鸡肉净重6斤以上（现宰现发，土公鸡鸡龄1年上）
市场价：300元
买够价：198元
赠送：价值128元青城山白果炖鸡一只（土母鸡鸡龄2年以

上，鸡肉净重3斤以上；现宰现发，同时配剥壳白果半斤）。
温馨提示：成都绕城内包邮，下单后24小时可配送上门。

青城山土公鸡

规格：90枚青城山土鸡蛋（每月配送一次，分3个月配送完）
赠送：价值128元青城山白果炖鸡一只（需提前一天预约到

基地品尝）

规格：365枚青城山土鸡蛋（每月配送一次，分12个月配送完）
赠送：价值128元的青城山青城山白果炖鸡2只（一只配送到

家，一只需提前一天预约亲自到基地品尝）

广告

青城山土鸡买一送一，绕城内包邮，配送截至大年三十

“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
足鸡豚。”陆游《游山西村》里的名
句，一窥古来以鸡待客之道。而吃
鸡的最佳时间，自然是冬天了。因
为冬天的鸡，味道更鲜更美，营养
价值也更高。

有个成语叫呆若木鸡，典出
《庄子·达生》。说周宣王特别爱看斗
鸡，他请齐国驯鸡高手训练出一只
常胜不败的斗鸡。这只鸡站在那里，
心神安定，不骄不躁，看上去就像木
鸡一样，别的鸡见到它这副样子，全
都吓跑了，不敢与之斗。可见呆若木
鸡当初的意思，乃战斗鸡也。

买够网给大家热推的这只鸡，
来自享有口碑的祥侬青城山跑山鸡
敞养基地，是名副其实的战斗鸡哦！
农历鸡年很快就到了，您家餐桌上，
像这样的好鸡怎么少得了呢！

而且，买够迎鸡年福利大放
送：只要你下单一只青城山土公鸡
（净重6斤以上），就送一只青城山
白果炖鸡（土母鸡，净重3斤以上，
配白果半斤）！

锦城虽云乐，无 不成年

现在市场上所卖的鸡大部分是饲料饲养的杂交鸡。土鸡，与
笼养的肉鸡不同，放养在山野林间、果园里，生长过程中没有加
入人为“干预”因素，如使用激素类促生长等，处于自然生长状
态，代谢比较缓慢，使得土鸡的营养价值比一般饲料鸡高：

1.土鸡肉更加结实，肉质结构和营养比例也更加合理。
2.土鸡肉含有丰富的氨基酸，对人体生长发育有良好的促进作用。
3.由于散养的土鸡运动量比较大，鸡肉的肌间脂肪沉积得更

加均匀，因此口感更好。
4.土鸡的鸡皮中含有丰富的胶质蛋白，容易被人体迅速吸收

和利用。经常吃土鸡能够提高增强机体的免疫功能。

土鸡何以更营养？

祥侬鸡蛋季卡：198元

祥侬鸡蛋年卡：现价718元

最后三天
特价买斯庆高娃羊绒
热销款式再次补货，背心低至139元，V领衫低至166元

全场2~4折
“我5年前给老妈老爸买的羊绒衫，他们每年冬天穿着

都说安逸，今年春节我准备再给他们买两件……”
春节的脚步越来越近，人们的购物热情也越来越高。为

了让蓉城市民以更实惠的价格买到品质优良的羊绒制品，
上周五开始，买够网生活馆年货节推出了斯庆高娃羊绒特
卖会。上百款、数千件羊绒制品，厂家直供，2~4折销售，让特
卖会连续几天都销售火爆，许多市民不仅自己买了，还带着
亲友来买，“不到一千元就能买好几件，划算！”

本周，厂家又从总部仓库调来一批新货，一些热销款也
再次进行了补货，特卖会还有3天，感兴趣的市民请抓紧时
间来买够网生活馆选购。

两三百元买羊绒打底衫

斯庆高娃专注毛绒行业近20年，是咱们四川
的优秀企业和知名品牌。这次携手买够网举行特
卖会，厂家主要是想回馈市民朋友，因此带来的
货品都是市面的畅销款和经典款。许多半高领提
花衫、流苏中长款不仅适合冬季打底穿，开春了
还可以直接当春款穿，实穿性非常高。男士的V领
衫和寸领衫设计也很经典，适合不同年龄段男士
穿着。由于是厂家直接供货，特价特别优惠，全场
2~4折，大部分女士打底衫两三百元就能买到。更
有特推的女士背心低至139元，女士V领衫低至
166元。

市民青睐“斯庆高娃”

昨日是周四，买够网生活馆斯庆高娃羊绒特
卖互动现场依然人气很旺。家住万年场的市民方
女士是专门来买羊绒衫的。“我冬天喜欢穿得轻
薄，保暖的羊绒衫很适合我。”方女士说，她看起
了3件羊绒衫，面料摸起都很舒服，款式简单大
方，买下来不到一千元，她非常满意，“可以说是
用批发价买到了高品质的羊绒衫。”

“买了就能直接带现货回家，方便实惠！”前
几日在买够网生活馆满载而归的市民潘女士昨
日又带着3位亲朋好友来买相因，她说，马上就要
到春节了，高品质的羊绒制品作为过年礼物很合
适，所以她又来选几件。

买够网生活馆
年货节羊绒特卖会

时间：2017年1月6日~15日
地址：成都市金牛区花牌坊街

185号（省档案馆隔壁），可以乘坐4、
7、37、62、340路公交抵达附近。

咨询热线：028-86626666

（广告）

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