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老人家中摔倒颅内出血生命垂危

犀浦城管凌晨
爱心相救得以脱险

前不久的一个凌晨，成都市郫都区犀浦

犀池二街一婆婆不慎在家中摔倒，当时老婆

婆的子女都不在身边，只有她的老伴艰难地

背着老伴下楼扶至街边拦车去医院。这时，犀

浦城管队员王连忠下班开车回家正好路过此

处，发现两位老人的异常情况后，便主动停车

询问。在得知缘由后他没有半点迟疑，立即将

两位老人搀扶到自己的车上，迅速将他们送

到附近的华西上锦医院急救室进行抢救，还

为老人垫付了 2000 元治疗费。值班医生对老

大爷说：“老婆婆是颅内出血，非常危急，多亏

这名城管同志送救及时，否则后果不堪设

想。”王连忠在得知老婆婆没有生命危险后，

才悄悄地离开医院回家休息。

5 月 30 日下午，老人的儿子经过多方打

听才找到了王连忠所在的犀浦城管大队单

位，并亲手将一面写有“救死扶生 热心援民”

的锦旗送到了王连忠手里，并握着他的手热

泪盈眶地说：“感谢城管，感谢你，没有你的热

心就没有我老母亲的今天，你是我老母亲的

救命恩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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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6 月 6 日，“砥砺前行，聚力

登峰”大王椰大商计划年中恳谈会盛大举

行。半年风雨同路，大王椰与经销商伙伴乘

风起之势，在转型中与市场和对手赛跑，此

时，正是验收上半年发展成果，加速落地执

行，厉兵秣马走向下半年发展之路的关键时

期。

登峰造极 唯有变革

板材行业发展趋势瞬息万变，大王椰板

材总经理黎黎先生对当下板材行业现状进行

总结，他表示随着房产调控，板材市场正在萎

缩；受到定制行业冲击，板材消费者认知不断

升级，“前店后厂”模式成为众多板材经销店

的选择；此外经销渠道也发生了转变，在市场

变革期，唯有主动出击、改变现状，方能登峰

造极。

“勇于否定自己，才会更加强大；善于预

测未来，才会处乱不惊。”黎总鼓励在场经销

商积极面对“对手在行动，市场依然低迷”的

危机和消费升级、渠道转变的发展趋势，大王

椰也将以商学院帮扶提升团队战斗力，以工

程部帮助拓展多元化渠道，以主动营销推动

终端销量爆发式增长，以 W6 盈利系统带领

经销商走上王者之路。

渠道多元化是必经之路

多元化渠道是一条必然的路，大王椰市

场中心副总蒋朋先生从公司层面和经销商层

面，对市场营销现状进行了详尽分析，揭示了

单一渠道已无法满足发展需要，渠道多元化

成为必经之路，大王椰经销渠道还需深入扩

展，除了优化发展二级经销商，其他渠道如装

修公司、大型工程以及家具制造工厂等都需

要进一步开拓。

每类产品都有其独特定位

“25736”是指消费全覆盖，大王椰营销中

心总监黄杰先生围绕大王椰产品供需情况与

“25736”产品体系进行深入讲解，表明每样产

品都有它的定位，适用于相对应的市场，所以

在终端销售中，还需融合产品定位和消费者

需求进行针对性营销，真正实现消费全覆盖。

对此，黄总建议经销商可聚焦产品制定

独特的销售策略，即制定合理的售价阶梯、合

理的产品主推度和合理的产品体系，助推经

销门店更为专业，吸引更多维度的消费者，开

辟更丰富的利润空间。

回顾以往，展望未来，大王椰与经销商伙

伴们已是紧紧相连的“命运共同体”，在市场变

革洪流中，需戮力同心同步迈进。因此恳谈会

特别设置讨论环节，由大王椰市场中心副总蒋

朋先生主持，让在场嘉宾围绕所遇到过的最大

增长困难，对大王椰产品有何建议，未来将如

何实现销量突破等问题进行讨论。

经销商怀抱着对未来发展的无尽期待，

纷纷畅所欲言，对所面临的发展难题进行阐

述，对大王椰提供的帮扶政策提出建议，对解

决难题与促增终端销量提出可行性方案，大

王椰团队细心聆听、实时记录。

随后，大王椰品牌中心副总谌伟、营销中

心总监黄杰、市场中心副总蒋朋、宅配常务副

总孙华建等大王椰集团各部门领导先后就经

销商所提出的有关品牌、营销、市场、宅配等

方面的问题进行解答和提出建设性解决方

案，并将在后续合作过程中与经销商一道逐

步推进、及时反馈。

“大树底下是我家”，大王椰集团董事长

顾国良恳谈大王椰文化升级，表示将与经销

商家人们一起迎接新营销时代的思想升级、

行动升级和战略升级，一起商定、一起配合、

自觉执行，以一家人的信念，一起砥砺前行，

聚力登峰。 渊叶雯冤

砥砺前行 聚力登峰

2018 大王椰大商计划年中恳谈会圆满举行
伊川法院：
干警雷霆出击
申请人喜笑颜开

■ 本报记者 罗红耀 通讯员 李君华

“谢谢各位法官对我的案子这么重视，大

热天跑那么远为我要钱，多亏了你们，我的案

件款才有了着落！”

6 月 4 日中午，拿到执行款的申请人张

某对顶着烈日奔赴栾川县执行的伊川法院执

行干警道出了真诚的感谢！ 当天上午十点

左右，伊川法院执行法官赵孟欣、崔辉正在办

公室接待当事人，突然接到申请人张某电话，

说发现长期找不到的被执行人高某在栾川县

某工地出现，两位执行法官问清具体情况后，

为避免错失良机，立刻向副院长陈志娟汇报。

陈志娟了解案情后，立即派两名法警与执行

法官一同前往栾川寻找被执行人。

到达栾川后经多方打探，终于在一搅拌

站工地找到被执行人高某，执行干警在向其

表明身份后，高某仍拒绝履行法定义务。因案

件标的额小，两位执行法官没有立即对其拘

留，而是本着解决问题，耐心进行劝导，分析

利弊。经过近两个小时的调解，高某认识到自

己的错误，当场履行部分现金，并就剩余款项

与申请人达成和解协议。

此时已是下午三点，几位干警顾不上吃

饭，马不停蹄地赶回院里，继续下一个案件的

工作。

这只是伊川法院“百日执行攻坚战”的一

个缩影。伊川法院执行干警面对执行难关，能

吃苦敢担当，解决一个又一个难题，有了这群

“最可爱的人”，攻坚执行难将得到破解。

6 月 5 日，绍兴市重庆商会第一届十四

次会长会议在商会会议室成功召开，副会长

以上领导干部 20 多人出席会议。会议传达贯

彻了绍兴市消除经济薄弱村专项行动工作会

议精神，总结上半年工作，布置下半年任务。

李亚洲会长主持了当天的会议。

商会紧紧围绕市委市政府工作部署，高

度重视消除经济薄弱村工作。会上，认真组织

学习了市委组织部等 5部委联合下发的【绍

市组通（2018）35 号】文件，充分认识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

需要的重大意义。会议研究决定由李亚洲会

长牵头，组建成立“绍兴市重庆商会消薄工作

领导小组”，立即行动起来，与对接村联系，到

村里了解实际情况，做好精准帮扶工作，争取

尽快拟定帮扶计划，投入运行。

李会长布置了今年的工作任务：要求认

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同志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发扬优秀企业

家精神和工匠精神，推动企业发展；对商会领

导层进行素质教育，努力提高商会的整体素

质：树立商会发展远大目标，为打造百年商会

筑牢根基；大力推进商会发展建设，壮大商会

组织规模；不断探索总结以商养会实践经验，

努力发展壮大商会经济，确保商会可持续发

展的强劲动力和后劲。

会议还研究了其他相关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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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安东”食品店获
“淮扬名小吃”称号

在江苏省涟水县“金地国际”步行街，“老

安东”食品店格外引人注目，前来购买熏烧食

品的顾客络绎不绝，而且回头客越来越多。

店主叫罗成军，今年 46 岁。原来他在商

务执法大队干过，在企业打过工，后自己创业

搞食品加工。早先拜师学艺，钻研食品加工技

术。学有所成后，自己开店经营。从食材进店

到加工成品，道道工序严格把关，卫生标准达

标，确保口感、风味、新鲜度，适应不同层次消

费者的需求。由于罗成军诚信经营，产品质优

价廉，生意越做越红火。

功夫不负有心人，铁棒终于磨成针。在今

年 4月份举行的中国（淮安）国际食品博览会

上，“老安东熏烧”食品被评为“淮扬名小吃”。

渊梁超 陈裕冤

国际知名调研机构 IDC 最新数据显示，

延续其智能手机出货增长的态势，传音控股

今年第一季度，首次跻身全球前 10 大智能手

机组装厂。

“我们专注非洲市场，不断快速实现本地

化、贴近本地需求。”传音控股副总裁阿里夫·

乔杜里近日在深圳接受南方日报专访时，说

着一口流利的中文。孟加拉人阿里夫同时是

传音联合创始人，是传音发展的见证者。

坚持细分市场
避开红海从非洲“起跑”

让中国制造如此大放异彩的人，叫竺兆

江。2006 年，竺兆江从一家知名手机厂商的

销售公司常务副总位置上离开，创立了传音

公司。此前，在长期的海外征战中，竺兆江经

常在机场看到的都是欧美日韩手机品牌的广

告，能有一款出自中国的手机，成为他创业的

初衷。

阿里夫说，彼时，三码、五码等山寨手机

大行其道，传音有两个选择，一是做山寨手

机，贴牌生意来钱快，还有一个是建立自主品

牌，但要投入很多并且长期坚持。“有朋友问

我们在做什么，我们是在坚持做自己的品牌，

就是这种感觉，让我们放弃了很多诱惑。”

“方向大于速度，选择大于努力。这是竺

兆江经常挂在嘴边的话。”阿里夫说，确立了

自建品牌的方向后，接下来就是选择怎样的

市场。

“当时我们发现，没有一家手机品牌是专

注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阿里夫说，发展中

国家拥有巨大的人口容量，未来手机也会成

为他们的日用品。而非洲的手机渗透率最低，

人口增长潜力最大，这就意味着发展空间最

大。“在非洲，买一台手机依然是一件慎重的

事情，他们甚至会为此专门请客庆祝。”

传音带着旗下的 TECNO 和 itel 品牌试

水非洲。2008 年 7 月，传音锁定非洲市场。当

时的非洲手机市场，诺基亚和三星等品牌占

据主导地位。但与三星等在非洲只做“国际标

准”产品不同，传音一开始就确立了定位，是

一家专门为非洲用户定制、关心本地消费者

的品牌。“回头来看，当年那些只想赚快钱的

山寨手机厂商都已经消失了，而我们还依然

在坚守。”阿里夫说。

坚持自建渠道 实现品牌输出

初到非洲时，传音一边与运营商合作，一

边建立起了完善的销售渠道网络，并投入很

大精力进行推广，在电线杆、贫民窟、机场道

路旁等场所，贴满了刷墙广告，“有墙的地方

就有传音的广告”。

经过 10 多年的布局，阿里夫说，在非洲，

100 家手机店中就有 90 家在售卖传音手机。

市场份额方面，IDC 数据显示，传音手机也从

2016 年的 33.8%提升至 45.9%，而现在传音

已经接近市场份额的一半。

非洲用户摔坏手机后往往只能被迫更换

一台手机，于是传音又引入售后服务，不仅维

修手机还搭售配件。阿里夫说，这大大提高了

用户的粘性，强大的售后服务，也让当地消费

者很有安全感。2010 年传音正式在非洲建立

专门为旗下各品牌提供售后服务的 Carlcare
客服中心，成为率先在非洲本地自建售后服

务网络的外国手机企业之一。

阿里夫自豪地说，在非洲，最成功的售后

服务就是由传音搭建起来的，“你的行动比你

的声音大，这样对你的市场拓展就会有帮助。

口碑大于销量。”

而随着渠道的开拓，也为传音进一步提

供增值服务。最近，一些中国的互联网手机品

牌也在对非洲市场“虎视眈眈”，但阿里夫对

此并不担心，他说，非洲物流很不发达，而传

音的销售网络遍布各个角落，网上下单门店

取货，对互联网手机品牌发起的挑战很有信

心。

坚持本土创新
开发针对非洲的拍照音乐手机

外界认为，传音是一家以营销为主的手

机公司。传音早已把焦点放在消费者体验上。

夜晚光线不足时，拍出来的照片往往一团漆

黑。传音大量搜集当地人的照片, 积累大量

的数据，创造性地制定了针对非洲人物特征

的算法，利用机器学习开发五官特征点定位，

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深度学习，为非洲消费者

开发出深度定制的美肤模式，帮助非洲消费

者用手机拍出更加满意的照片，

由于基础设施薄弱，非洲每天经常有 8
到 10 个小时处于缺电状态，甚至衍生出专门

给手机充电的生意。传音开发了大功率手机

电池，例如可连续使用 21 天的超长待机电

池，这些手机反过来还可以充当移动电源，当

手电筒或者为其他小电器充电。这在电力紧

张的非洲，经常能派上用场。

阿里夫并不否认，最初营销在传音占据很

重要一部分，但后期针对消费者的痛点做出

了大量本地化创新改进工作，没有这些创新

是不可能做到今天的地位。“有些技术的难度

并不是很高，但很少有厂商能抓住这些针对

性强的细节需求。”

传音在消费者洞察、产品研发方面，无孔

不入地关注细节，这背后，是科技力量的支

撑。目前，位于中国北京、深圳、上海的三大自

主研发中心不仅与尼日利亚、肯尼亚当地的

ID/UI 测试团队紧密合作，每年将最适合当地

的先进技术和消费趋势融入手机设计，使传

音产品在当地市场始终处在消费趋势和潮流

前沿。

坚持国际化

拟在南亚拉美复制非洲传奇

尽管功能机还在不断增长，然而市场空

间有限，随着消费升级，传音在逐渐发力智

能机。传音细分出多个不同的品牌，例如，

TECNO 目标群体定位的是新兴市场的中产

阶级，itel 面向基层大众消费群体、主打高

性价比，Infinix 则

是互联网品牌，发

力线上销售，2017
年新推出的 Spice
主打“分享”功能。

去年，传音智

能手机销量将近

3000 万部，这样

的销量放在国内，

并不低于任何一家

第二梯队品牌的销

量。功能机也将成

为传音智能手机的

一个导流入口。阿

里夫说，在非洲，

传音的功能机是很

多用户的第一台手机，他们更换智能手机依

然首选传音品牌，对低收入人群和学生群体

来说更是如此。

在非洲取胜后，从 2016 年下半年起，传

音开始进入印度。近年来，传音在中东、南亚、

东南亚、拉美等地区都有布局，并在埃塞俄比

亚建立了工厂。与华为、小米等在印度市场逐

渐走向中高端市场不同的是，传音依旧专注

于中低端市场，专注于发展中国家的大众消

费群，并与当地渠道商开展合作，更像是其非

洲战略的一种移植。“东南亚市场比较成熟，

打法也不一样，但我们相信，市场是不可能垄

断的，最重要的是你能不能提供价值给消费

者。”

“今年，传音在上海的研发基地更细化

为硬件、软件及移动互联三大中心。”阿里

夫说，传音起源于深圳，并延续针对本地需

求的创新特质，传音将不断投资研发贴合新

兴市场需求的智能化设备和服务，做一个在

海外发展中国家受人尊敬和喜爱的中国企

业。

渊南方冤

总结上半年工作 布置下半年任务

绍兴市重庆商会召开会议研究“消薄”工作

传音控股 功能机“隐形冠军”的非洲生意经

荫经营者院胡彪袁青羊区聚一堂
老火锅餐馆个体工商户营业执
照正本尧副本渊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院92510105MA62QX6N8X冤
遗失袁声明作废遥荫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国家税
务局颁发的锦江区索勒依美林
湾 店 国 家 税 务 登 记 证 号
513821198211177039 遗失作废荫四川佳禧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副本 渊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院91510000MA6502CB4Q冤
遗失袁声明作废遥荫自贡盛世飞天商贸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正尧副本渊注册号院510
304000021608冤遗失袁特此声明
作废

注销公告
四川沃天贸易有限公司 渊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院91510114MA6
C4N5M5E冤 决定解散本公司袁
请公司相关债权债务人自本公
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袁前往我
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遥

减资公告
成都市青白江区青益商贸有限
公司渊统一社会信用代码院915
10113749717759X冤经股东会决
议决定减少注册资本袁 由人民
币贰仟万元减少至伍佰万元遥
请相关债权债务人自本公告见
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公司申
报债权债务遥 逾期按相关规定
处理遥 特此公告

荫彭州市致和镇家家发副食超
市袁营业执照正本尧副本渊注册
号 510182600092931冤遗失作废荫成都卓越恒久商务信息咨询
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040971102136 )发票领
购簿(编号:0017578)遗失袁特此
声明作废荫自贡盛世发明商贸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正尧副本渊注册号院510
303000017017冤遗失袁特此声明
作废

注销公告
荣县共赢水果种植有限公司
渊统一社会信用代码院91510321
MA64URBT6A冤经股东会议决
定解散本公司袁 请公司相关债

权债务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袁前往我公司清算组申
报债权债务遥 特此公告荫自贡鑫盛达科技有限公司开
具给遂宁市博弘建筑工程有限
公司自贡分公司的增值税专用
发票渊发票号院01960575袁发票
代码院5100173130袁 金额院3600
元冤遗失袁特此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自贡市金通化工有限公司 渊注
册号院51030000007139冤经股东
会议决定解散本公司袁 请公司
相关债权债务人自本公告见报
之日起 45 日内袁前往我公司清
算组申报债权债务遥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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