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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

日"在媒体热烈的追逐和粉丝
们的尖叫声中"周杰伦现身深圳"正式签
约代言国际彩电巨头创维集团"在一年一
度的新品发布会上"来自全国各地的一万
多名经销商和上百家媒体的记者#嘉宾共
同见证了这一时刻$创维集团表示将携手
巨星"开启新一轮的视听娱乐盛宴"着力
强化创维电视多媒体娱乐新形象$

一身酷装的周杰伦突然现身发布会
现场"引来大批久侯% 周董&的粉丝尖叫"

记者#粉丝#嘉宾客户不约而同亮起相机
和手机一顿猛拍"现场保安严阵以待维持
现场秩序"足可见% 周天王&人气炙手可
热'周杰伦的大幅海报"宣传画"被张贴在
现场"电视里播放的是他的歌曲"整个发
布会"被% 周董&所包围'

创维集团高层对此次合作也颇为期
待"用周杰伦% 亚洲娱乐天王&的光环"强
化酷开电视的娱乐精神"强调电视机在娱
乐交互"互联体验上的地位"把创维电视
定义为% 娱乐酷开&'

创维高层表示"选择周杰伦代言是基
于很多原因的" 创维自

'%%(

年全球首推
酷开

)*

后"立即在行业内确立了自己的
娱乐地位"可以播放网络格式

+,-+,*.

电影"可以唱卡拉
/0

的电视"把多媒体
享受融进电视"刮起了一阵% 娱乐风暴&"

这风暴一刮就是三年"% 闪联电视&#% 上网
电视&#% 聊天电视&#%

12

电视&#% 无需机
顶盒就可以看高清的电视&等等"如此高
频度的向市场上推出带有强大娱乐功能
的电视"不断在外观设计和应用技术上取

得突破"引领市场的走向"实现% 酷于外"

乐于心&" 表明创维做大做强娱乐电视的
决心'

这种企业作风"体现着高贵的产品品
位#强大的娱乐功能#非凡的科技#典雅的
设计#可以引领潮流时尚'创维品牌年轻#

活力#时尚#国际化"创维产品洋溢着多媒
体数码娱乐气息"选择国际巨星周杰伦代
言"是实至名归'

其实周杰伦此次代言创维" 也是花
开二度'

'345

年" 由创维集团首席赞助
的

64

集科幻大剧 ( 熊猫人) 全面开拍'

此剧斥资
!444

万人民币" 从策划# 拍摄
制作到发行均由周杰伦旗下的专业制作
团队完成" 是周杰伦自编自导自演的首
部电视剧作品" 这次愉快的携手" 奠定
了双方进一步深度合作的基础' 在代言
仪式上" 周杰伦表示非常高兴能代言创
维电视" 并开心地与创维有关领导合影
留念" 他说* % 创维的产品外观和功能
都非常酷" 我很喜欢+&

早在此之前创维集团曾经透露"

'47%

年创维将启动酷开
892

战略" 希望通过
代言人扩大其产品影响力'而据某网站的
一项调查显示"有

"%:

的网友建议创维选
择娱乐天王周杰伦代言'社会各届人士也
表示了对周杰伦代言创维的关注"百度贴
吧里众多周杰伦的粉丝也表示了对周董
代言创维的期待' 业内人士称"创维

#%%5

年成功实施液晶转型战略"全年业绩也非
常的突出" 预计

#%;%

年创维将加大液晶
电视的推广力度"此次重金携周杰伦而来
势头非常勇猛'

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国第一台燃
气热水器诞生到现在"经过近三十年的发
展"中国已是热水器生产大国"但由于各
品牌之间差异不明显"使整个燃气热水器
行业成为竞争的% 红海&'

作为日系高端热水器巨头之一的能
率" 很早就开始思索应对中国燃热市场

% 红海&竞争策略'目前中国市场主销的烟
道,平衡式以及普通强排型燃气热水器的
热效率受产品结构限制"很难超过

5%!

'

冷凝式热水器的春天已经来临
冷凝式燃气热水器是目前热效率最

高的热水器
<

这种热水器通过加强热交换
器换热# 充分利用烟气中的潜热效果"把
烟气显热及水蒸气潜热两个热源都利用
起来' 除了高能效的特点外"废气中的一
氧化碳# 氮氧化物也远低于普通热水器"

真正达到节能减排'

据测算" 如果国内每年生产的
7333

万台热水器中有一半能达到一级节能产

品的要求"则每年将节约燃气
'=>

亿立方
米- 按热值折算为天然气. '谁能在冷凝式
燃气热水器领域取得突破"谁就将占领燃
气热水器行业的% 能效蓝海&'

建立一级能效竞争优势
在日本燃气热水器市场多年稳占半壁

江山的能率"以其低调沉稳的风格和专业品
质赢得中国热水器行业高端品质的美誉'

经过常年对中国热水器市场的分析
和操作经验"能率深刻体会到中国消费者
的需求"推出了代表世界领先水平的% 聚
能泉&系列冷凝式热水器"该产品获多项
专利"主要零部件由日本原装进口"加上
多重安全防护措施"确保在使用中安全如
一'特别是其采用拥有专利设计的二次热
交换器"不但节能环保"而且热效率超过
731:

" 远高于国家规定的能效标准' 此
外"为了让更多追求节能环保的高端消费
者买得起冷凝机" 除已上市的

7!

升冷凝
式热水器外" 能率今年还推出

71

升,

7"

升等更贴近消费需求的产品'在举世瞩目
的世博会即将来临之际" 能率% 聚能泉&

718?7"8

冷凝机被选为世博会特许商品"

恰恰吻合了世博会% 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的节能环保理念'

此次能率推出% 聚能泉&系列冷凝式
燃气热水器"将在一级能效范围内建立起
压倒性的能效优势"进一步巩固世界燃气
热水器行业领军者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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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十七届省运会是全省关注,全市瞩目的盛事"全
社会的% 讲文明 树新风 迎省运&活动也如火如荼地开展'

&

月
7!

日"文明大使车活动启动仪式在红星美凯龙
A

家世界举行"

开启此次活动序幕'

作为
@474

年江苏省运动会的指定举办地" 常州已经成为
全省瞩目的热点城市"而作为常州的代表企业"红星美凯龙联
合中吴网共同举办的% 红星美凯龙!与省运同行&文明大使车全
省游活动也拉开了帷幕' 据了解"

B

文明大使车全省游
B

活动包
括在私家车,出租车,公交车,长途车等中间"评比,选择部分代
表"在经过培训,交流后"举行全省各主要城市的巡游"展示常
州车辆和司机的文明素养和风采' 本次活动历时

733

天"共分
为选拔推举,培训提高,启动仪式和实施四个阶段' 在全市范
围"选拔和推举那些文明行车不违章,安全行车事故少的各类
车辆"成为% 文明大使车&/邀请专家开设讲座"对入围的文明大
使车车主- 驾驶员.进行文明礼仪的培训,迎省运知识的培训"

并通过车身标志,车内文明手册,监督提示,媒体宣传等方式"

树立文明行车典型"接受市民与媒体监督'同时"组织文明大使
车全省游"对于车主- 驾驶员.进行适当的奖励'

作为常州龙头企业之一"红星美凯龙一贯关心支持体育赛
事"作为此次活动的承办单位"将在全省范围内推进此次活动'

同时"也将红星美凯龙健康,环保的家居生活专家形象传遍每
一座城市"引导全社会绿色消费理念"坚持走可持续发展战略'

文明大使车全省游活动报名网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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