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还有几天，2016年就来啦！每到年底，
各家各户免不了要准备年货，可是走进超
市，看着琳琅满目的货架，是不是感觉那些

“老三样”都吃腻了？要不，今年年货咱们换
个口味，来点新鲜的！

今年，成都商报买够网联合新疆经济
报、第一农场等全国报商联盟成员单位，为
市民朋友带来正宗的新疆年货——“天山
七剑客”干果礼包，品质更佳，口感更好，价
格更优。想吃，就赶紧登录买够网下单吧！

说起买干果，很多市民总是非常纠
结，想买核桃吧，拿不准口感，想买黑枸
杞吧，不晓得是不是纯天然的，想买葡萄
干吧，究竟是黑加仑好吃还是其他品种
好吃呢。此次线上年货节，买够网让您没
有顾虑，轻轻松松买干果。

“天山七剑客”，一听名字就非常霸气，
打开礼盒，您同样不会失望，包装精美、口
感出众的天山特产一定会让您喜出望外。

“新疆是大陆性气候，早晚温差大，日照长，
植物为适应环境，在体内大量积累糖分和
油分，所以当地的瓜果特别香甜，干果也非
常好吃。”买够网产品经理介绍，这款礼盒
可谓老少皆宜，不仅有营养价值丰富的巴
旦木、核桃、红枣、黑枸杞、葡萄干、无花果，
还有近年来颇受养生人士喜欢的新疆雪
菊。据介绍，这雪菊全部是野生的，生长在
昆仑山北麓海拔3000米的雪域，生长周期
长，花期短，采摘困难，因此产量极其有限。
随着大家对雪菊的了解，它逐渐成为流行
的养生饮品。喝过雪菊的朋友介绍，这是目
前唯一的红汤菊花茶，其味既有菊香，又有
上等红茶的味道，气味幽香，入口甘绵，回
味醇厚。 （余兰）

优惠
继续

圣诞到了，每年这个时候街上都是一
种狂欢的状态，喜欢在家里温馨度过的朋
友，一款美味的圣诞蛋糕配上当季水果
就足够了。扫描二维码，购买幸福西饼的
蛋糕，买够网承诺下单后新鲜制作，3小
时送达。超时1分钟少收1元，超半小时免
费赠送！

成都市内3小时内送达，就是这么快
速！顾客一旦下单，网络系统会自动将订
购时间倒推3个小时，订单发送到工厂生
产车间，接到订单后，蛋糕师就开始现场
制作蛋糕，然后以最快的速度送出。

幸福西饼制作的蛋糕，水果都是海外
直运的新鲜热带水果，比如榴莲、芒果，绝
不用罐头水果。保证使用新鲜奶油，人工
手打，细腻香软。每个蛋糕胚均是农场直
供新鲜鸡蛋烘焙，健康香甜。除了品质、送
货速度，价格也是王道，幸福西饼首次登
录买够网，以优惠价回馈客户，3款经典蛋
糕抢购价仅需79元！ （余兰）

圣诞蛋糕
现在订还来得及
扫描二维码订购，3小时送达，芒果慕斯蛋糕仅需79元

“年轻一代消费者有很强的互联网
精神，东风日产将通过电商平台的搭
建，为消费者提供更为个性化、网络化、
可视化的服务触点。”东风日产市场销
售总部副总部长陈昊表示。

为此，东风日产率先推出了由车企
主 导 搭 建 的 汽 车 电 商 平 台 车 巴 巴
（www.chebaba.com），消 费 者 可 在 PC
端、WAP端、天猫端、支付宝端、微信端
五屏同步体验更加便捷的购车方式，与
年轻人的消费习惯全面接轨。今年上市
的LANNIA蓝鸟，即成为东风日产首款
在自有电商平台车巴巴、年轻人高度活
跃的网购平台天猫联合预售的车型。未

来，消费者还可以在车巴巴商城轻松实
现定制服务，选择更为个性化的产品和
服务，全方位满足年轻群体多元的消费
需求。

东风日产乘用车公司党委书记、副
总经理周先鹏表示：“在车市微增长的
新常态下，年轻化是应对车市挑战的重
要手段。未来，东风日产将不断深耕品
牌年轻化战略，从以哈雷人群为主体的
年轻消费者，扩展至拥有年轻心态的泛
大众群体，以更‘走心’的年轻化变革，
让东风日产更有温度、更懂年轻人，从
而让东风日产在未来的竞争中继续保
持竞争力和领军者地位。” （刘逢源）

不同于上一代，80、90后年轻群体
的沟通模式、价值观念都发生了巨大转
变：他们拒绝说教、注重自我、富于个
性，拥有缤纷多彩的爱好和生活方式。
他们重视朋友圈、社交圈的融入，强调
价值认同和归属感。用年轻人喜欢的方
式与他们交流，东风日产让品牌拥有了
温度，更能走进年轻人的内心。

年轻人喜欢体育，爱好运动。东风
日产借日产汽车赞助欧冠的契机，同
步启动“欧冠中国行”系列活动，为广
大中国球迷提供了近距离对话球星、
亲临欧冠现场观赛的宝贵机会；今年10
月，东风日产将体育营销的版图拓展
至篮球领域，与NBA达成了长达3年的
战略合作协议，未来将围绕汽车与篮
球文化推广、品牌与市场营销活动、球
迷与车主福利、慈善公益等领域开展
一系列联合行动。

年轻人爱好音乐，心怀音乐梦想。
东风日产联合网易云音乐打造了“理想
音乐人扶持计划”，以全新的O2O线上
线下联动模式，为年轻草根音乐人提供

“明星导师+理想基金+音乐推广资源+
音乐分享会”的专属理想激励。朴星禹、
刘瑞琦、打扰一下组合等一批才华无限
的年轻音乐人在这个舞台上赢得了全
平台推广资源，实现了音乐梦想。

年轻人热衷娱乐，崇尚潮流。东风
日产通过赞助《何以笙箫默》、《盗墓笔
记》等热门影视剧、联合《男人装》打造
潮流先锋派对、冠名第15届华语电影传
媒大奖、携手时下极受年轻人喜爱的音
乐品牌“迷笛”音乐，启动“迷笛×蓝鸟
之夜”等娱乐活动，激发年轻人对东风
日产的热爱。

年轻人满怀理想，对未来充满憧
憬。东风日产联袂知名媒体，打造了

“寻找未知的自己”系列活动和名人校
园演讲节目《理想时间》。“寻找未知的
自己”系列活动通过32位来自不同行
业、不同领域的年轻人成长故事，与年
轻人一同寻找理想和价值；《理想时
间》则邀请了地产大亨任志强、易车网
CEO李斌以及《中国好声音》第二季总
冠军李琦等各界精英，与年轻人群体
面对面沟通，为他们提供更多实现理
想的机会，并倡导全社会去关注当代
年轻人的价值观与理想。

时下年轻人富于爱心，热心公益。
东风日产以年轻人的网络社交聚集
地——新浪微博为平台，推出“万步阳
光路”鲁甸助教计划。结合时下年轻人
喜爱的跑步行走、晒步数等社交方式传
递爱心，通过“互联网+公益”，将公益
大平台延展至年轻“朋友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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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种口味可选
仅需79元

YOUNG NISSAN
东风日产全面玩转品牌年轻化

随着80、90后消费群体
的崛起，年轻化风潮席卷汽车
市场。根据J.D.Power调研显
示，未来5年哈雷人群（泛指85
后群体）将占购车群体的
70%。面对新的趋势，各大汽
车品牌纷纷抢占年轻市场，但
大多数车企仅仅是停留在口号
或形式上，缺乏系统化和引发
年轻消费者共鸣的精神诉求。

东风日产乘用车公司总
经理打越晋表示：“对东风日
产而言，年轻化不是简单的一
句口号，也不仅仅将年轻化作
为一种营销手段，而是让年轻
化更有血和肉。”

2015年，东风日产以
“怒放年青”为品牌口号，以
“激情、挑战”为品牌核心精
神，从品牌、产品、营销、服务
等层面全面贯彻品牌年轻化，
将年轻化提升至企业战略层
面。随着年轻化战略的推进与
深化，2015年东风日产在哈
雷人群中的品牌知名度及品
牌好感度提升明显，增长幅度
优于众多汽车企业，其年轻化
形象逐渐赢得了哈雷人群的
认同和共鸣。

用年轻人的思维，打造产品年轻化
在东风日产乘用车公司党委书记、副总经理周

先鹏看来，移动互联网时代下，产品更新换代的速
度大大加快，汽车品牌只有拥抱80、90后年轻族群，
用年轻人的思维，造年轻人的车，才能带来真正满
足新时代需求的年轻产品。

为此，东风日产在2015年先后上市了三款
YOUNG NISSAN战略车型——新楼兰、新逍客和
新蓝鸟。

作为YOUNG NISSAN战略的首款车型，全感
官跑车型SUV新楼兰采用了NISSAN最新时代的设
计语言和技术，跑车化的外观造型以及双擎混合动
力等产品力，为年轻人带来非凡的驾驶体验。

纯正欧式驾控SUV全新逍客，采用欧洲设计中
心“都市幻影”设计理念，拥有更专业SUV的底盘、
前后全独立悬挂等特点，满足了年轻消费者对性能
和越野的需求；凭借“肆放年轻、肆放自由、肆放活
力”的产品气质，新逍客将取悦追求个性的年轻消
费市场，成就其更强都市SUV的地位。

东风日产还汇聚了NISSAN全球团队力量，推出
了一款为都市活力年轻人打造的专属座驾——
LANNIA蓝鸟。秉承“All in YOUNG（全为年青）”
的开发理念，LANNIA蓝鸟以源自狂想的创动造型、
释放活力的灵动驾控以及肆意前卫的智能科技，为
都市活力年轻人打造出一款“与众不同的三厢车”，
开创了汽车市场上专属于年轻人的YOUNG时代。

周先鹏表示：“在YOUNG NISSAN品牌年轻
化战略下，新楼兰、新逍客、新蓝鸟三款产品联袂登
场，将带领东风日产迎来产品年轻化的全新格局。”

用年轻人的方式交流，让品牌更走心

做年轻人的渠道，打通汽车生活大平台

订购时间：提前3小时
3小时免费配送范围
金牛区、成华区、新都区、锦江区、武侯区、青羊
区、天府新区、郫县、龙泉驿区、绕城高速以内

“七剑下天山”
新疆美味登录买够网，快点囤年货咯

有网棉胎
68元/公斤

扫二维码，到红旗
门店买提货券

买青城山白果炖鸡 送青城山老腊肉
仔鸡3斤66元

青城山白果炖鸡
规格：宰杀后鸡肉净重3斤以上
（配：剥壳白果半斤；赠送：250克
青城山老腊肉，绕城内包邮）

买够价：128元

配送时间：
9：00-21：00
下单时间：
9：00-18：00，当天18
点后下单，次日配送

青城山仔鸡
买够价：
3斤66元

“天山七剑客”干果礼包

买够价：
288元
（现在下单，元
旦后发货）

规格：核桃150克+巴旦木240克+
黑枸杞150克+黑加仑葡萄干320
克+无花果320克+红枣200克+雪
菊100克

“早就听说新疆的长绒棉特别好，
我还是第一次买。确实不一样，蓬松柔
软，似乎还散发着阳光的味道。”今年新
采的新疆长绒棉制成棉胎，全国报商联
盟通过成都商报买够网推荐给蓉城市
民，不到一个月，热销千床。电商周刊记
者回访客户，大家都赞誉有加。

为方便更多市民朋友购买，上周，
300家红旗连锁门店加入新疆棉胎预售
行动。现在，您可以扫描二维码，直接购
买新疆棉胎；也可扫描二维码，寻找离
你最近的红旗门店，去购买新疆棉胎的
提货券。购买成功后，报商联盟将从新
疆直接发货。

新疆棉胎提货券
300家红旗门店有售

全新皇冠摘 C-NCAP2015年度安全车大奖
近日，由中国汽车技术研

究中心评选 、C-NCAP 官方
媒体 《世界汽车 》杂志社揭晓
的 “2015 年度安全车 ”奖评选

结果中 ，一汽丰田全新皇冠荣
获了“2015 年度安全车”大奖，
用实力给每一位车主卓越的
安全感！

爱心捐助 情暖西南———信和财富慈善捐赠再行动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尊老爱

幼是我国优良的传统美德，是人类敬重自己的表现。
为了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给予老人和孩子更
多温暖和关爱，今年 8月，信和财富董事长夏靖先生
倡导了捐助敬老院与孤儿院的爱心活动。

为了响应夏靖先生此次倡导，今年 12月， 信
和财富全国各地区分部大力展开捐赠敬老院与孤
儿院的爱心活动。在西南地区，此次活动去到了内江
市儿童福利院、资阳市社会福利院、凉山州会东县社
会福利院 与南充市第一社会福利院。 活动中，来自
信和财富旗下的信和汇金事业部副总经理杨丽霞、
四川省级分公司副总经理刘度青、重庆城市支公司
副经理张进与南充高坪 门店经理裴雷等领导也积

极参与到捐赠活动一线， 为那里的老人和儿童送去
了温暖与新年的祝福。

近年来，在业内迅速崛起的信和财富不断加
大公益爱心的投入，公益活动已涉足传统文化传
承事业、体育事业、教育事业、慈善事业等领域。
专项资助活动，推动不同地区青年进行传统文化
交流；向姚明爱心基金捐款 500 万，助力贫困地
区青少年健康发展；2015 年 8 月， 在全国的百家
门店统一部署“奉献爱心传递温情”专项捐赠活
动；还有此次“爱心捐助·情暖寒冬”信和财富慈
善捐赠再行动，向养老院的老人和孤儿院的孩子
传递社会温情…

坚持做公益是信和财富践行企业社会责任

的一部分。凭借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信和财富在
2014 年 9 月 19 日由新华网主办的互联网金融
企业社会责任峰会上，荣获“2014 年度互联网金
融企业社会责任———优秀企业奖”、“2014 年度
互联网金融企业社会责任 ———公益奖”等数个
公益奖项。 2014 年 12 月，信和财富与可口可乐
中国、梅赛德斯奔驰等优秀企业，一同获得中国
青少年发展基金会颁发的“希望工程 25 年———
杰出贡献奖”。

近年来，随着国家对普惠金融的推广，公益
事业不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简单捐款，越来越
多的爱心企业与人士投身慈善公益事业中。作为
创新互联网金融服务的引领者，信和财富在加速

创新脚步为客户提供高效专业的互联网金融服
务时，会继续坚持将发展企业和践行企业社会责
任紧密结合，致力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为有
需要的人们带去更多的关爱。

互联网大会“刷屏” 掘金相关领域首选基金
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 12

月 16 日在乌镇举办， 高规格和
互联网行业巨头的聚集让这次
会议在社交媒体上成功“刷屏”。
在 A 股市场上， 受到产业升级
和政策倾斜等多重利好的信息
产业也持续获得投资者青睐。在
这种背景下，在四季度以来相关

主题的公募基金净值涨幅明显。
以工银瑞信信息产业基金为例，
继去年获得股基季军后， 截至
12 月 15 日，该基金四季度来回
报超 40%，今年以来获得 59.59%
的净值涨幅， 位居同类前列；近
两年则以 163%的净值涨幅排名
同类第 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