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1 月 29 日，湖南省农业农村厅与郴州市

人民政府签订《共同打造粤港澳大湾区优质

特色食材基地合作协议》。湖南省农业厅副厅

长马艳青透露，湖南将在永州、郴州、衡阳建

设一批供粤港澳绿色精细高效蔬菜生产基

地，致力将湘南地区建设成为粤港澳大湾区

“菜篮子”重要生产供应基地。

当天，2019湖南(郴州)第五届特色农产品

博览会(以下简称农博会)在郴州开幕，850 家

参展企业携近万种农产品参展。农博会以“产

销对接、合作交流”为主题，共设国内特色农

产品展区、湘赣边区优质农产品展区、省内市

州企业展区、“湘江源”蔬菜展区等 9 大展区。

博览会对“湘赣红”品牌农产品和“湘江

源”蔬菜品牌进行专题推介。

“湘赣红”是湘赣两省联合打造的农业区

域公用品牌，旨在通过对湘赣边 24 县的区域

公用品牌包装，打造出如湘赣红·宜章脐橙、

湘赣红·遂川金桔等系列各具特色的拳头产

品。依托该品牌，两省将以区域内“一县一特”

特色农产品为基础，搭建产业与销售平台，致

力于全面提升湘赣边农产品品牌知名度和农

产品价值。

“湘江源”蔬菜公用品牌则由湖南省农业

农村厅牵头，联合永州、郴州、衡阳 3 市及省

蔬菜协会共同打造。“湘江源”品牌，以“三优

四特”品类为重点，以打造“全省蔬菜品牌引

领核心区、大湾区对接先行区、绿色精细生产

示范区、产业融合发展先导区”为功能定位。

马艳青表示，湖南将通过打造这两个区

域公用品牌，进一步加快推动湘赣边区、湘南

地区的现代农业协同发展，全面提升湖南农

业发展质量效益。

据悉，郴州已有 4 家企业被认定为首批

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生产基地。当天的举

行的郴州市重点农业项目签约仪式上，郴州

签下涉及农业农村发展的各类招商引资项目

33 个、签约总金额 92.545 亿元，其中三分之

一的签约项目来自粤港澳地区。

(鲁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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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利一时爽，一直让利一直爽。”要形容

格力电器最近的营销手法，套用这句时下流

行语比较贴切。今年“双 11”，格力电器“让利

30 亿”促销效果不错。11 月 26 日，格力电器

再次抛出升级版方案———“让利百亿”，加码

玩促销。

一贯声称不拼价格的行业老大格力，出

人意料地在这个寒冬打响了价格战。从今年

夏天跟奥克斯隔空打嘴仗，到如今挥起“价格

屠刀”真刀真枪抢市场，可以看出的是，行业

老大格力的日子没有过去舒坦了。

加码促销 百亿让利没期限

可能是嫌“双 11”没有玩儿过瘾，11 月 26
日深夜 11 点半，格力电器公告称，将开展“再

掀 11·11 百亿大让利”，并继续将此举标榜为

“进一步打击抵制伪劣产品”。

在“双 11”前一天，格力电器亮出促销杀

招儿，称要拿出精品机型和最优价格回馈消

费者，变频空调最低 1599 元，定频空调最低

1399 元，总让利高达 30 亿元。格力电器当时

还顺带着说一句，“为让消费者免受低质伪劣

产品之害”。

格力玩儿促销效果怎么样，按企业的说

法，这次活动格力电器总销售额突破 100 亿

元。在 11 月 18 日举行的格力电器股东大会

上，公司董秘望靖东说，30 亿元促销成本都是

公司出的，促销通过线上线下联动，效果比较

好。“对利润和毛利率，不能说没有影响，但都

在可控范围之内。在这样的情况下，通过出其

不意的‘亮剑’，提升了公司的流量。”他表示。

就在很多人已迅速忘记“双 11”时，格力却

没有忘记，并称“由于 11·11 只有一天，时间短

暂，大量用户在电商平台集中选购，许多消费者

想买而没有买到”，于是，就有了此次力度加码

的“百亿大让利”，活动机型、价格都与此前的

“30 亿让利”如出一辙。只是这次让利从 11月

27日开始，却没有说到哪一天截止。

空调卖不动 老大也坐不住了

“掌握核心科技”，一直是格力电器引以

为傲的卖点，当然其产品价格也高出一截。格

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曾在不同场合表示，格

力从来不打价格战。去年在接受财经作家吴

晓波访谈时，董明珠曾说，作为空调行业老

大，格力影响了很多企业的决策，“如果我出

来打价格战，（对手）全死掉了。”

但近期格力的营销手法却一反常态。家

电行业分析师梁振鹏认为，这与今年空调市

场不景气密切相关。中国家用电器研究院近

期发布的今年家电行业三季度报告显示，家

电市场持续低迷，空调产品市场竞争激烈，均

价和规模双双下滑。

作为空调老大，格力的经营业绩也不太

好看。公司三季报显示，格力电器今年前三季

度营收 1550.39 亿元，同比增长 4.26%；净利

润 221.17 亿元，同比增长 4.73%。而单看第三

季度，格力电器营收为 577.42 亿元，同比仅微

增 0.03%；净利润 83.67 亿元，同比增长

0.66%。

“市场不景气，格力如果想增长，就必须

让利和促销。”梁振鹏认为，通过降价、降低毛

利率来吸引消费者购买，格力才能从对手那

里争抢到更多市场份额。所以，格力近期掀起

价格战，是其业绩增长压力之下的被迫选择。

“这跟以前格力为维系利润，拒绝价格战

的做法相反。”有业内人士评论，这反映出格

力靠品牌、靠创新已难以推动销售，价格战成

为最后武器。

谁将跟进？空调业再迎洗牌

格力最近参与让利活动的主要是“俊越”

“T 爽”系列产品。格力电器以低价赚眼球并无

不妥，可当其打着清理“低质伪劣”的旗号行

事时，这种“挑事儿”动作，在“双 11”营销大战

中遭到多家空调品牌“围殴”。

海尔空调的促销宣传针锋相对，“淘汰低

能效”，并提醒消费者选购空调时，“认准生产

日期，拒绝库存机”。海信空调也不点名怼格

力，称“有品牌提出‘30 亿让利’价格促销活

动，很快被明眼人识破：这是因为该品牌库存

高企，为清理淘汰 6 至 7 年前的老品而发动

价格战。”并表示，拿库存让利毫无诚意，“当

前空调已经进入一级能效时代，竟然有品牌

想拿三级淘汰产品忽悠消费者。”

“格力要打价格战，奥克斯怎么活？”比起

已经过去的口头互怼，如今一个更现实的问

题摆在眼前：格力要打价格战，其他品牌跟不

跟？

“空调价格大战再度爆发。”另一位家电

行业分析师刘步尘认为，预计美的会很快作

出反应，其他品牌也将跟进，空调行业新一轮

价格大战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他分析，这波儿

价格大战对空调行业的影响将远大于“双 11”
效应，并有可能拉低整个行业利润率约 3 至 5
个百分点。

由于格力空调毛利率本身很高，即使大

幅度降价也能保持一定的利润，但奥克斯、志

高等日子本来就不好过的企业，则未必能玩

儿得起。“格力发起价格大战可收到洗牌之

效。”刘步尘表示。 渊孙杰冤

格力再推百亿元让利 空调价格战在深冬打响
品牌跨界联名逐渐成为一种时髦的营销

手段。近期，很多运动品牌与时尚服饰品牌、

汽车品牌等进行跨界合作，推出联名产品。品

牌之间互相借力，试图转变消费者关于品牌

的固有印象。对此，有业内人士认为，这种合

作形式可以让不同领域的品牌碰撞出更多火

花，但也难免会给消费者带来审美疲劳。

跨界联名热

运动品牌彪马近日宣布与美国艺电公司

合作推出一款联名运动鞋。该款运动鞋造型

的灵感来源于美国艺电公司的赛车游戏《极

品飞车》，其鞋身为黑色，配有绑带扣设计，鞋

后跟印有赛车轮胎图案，已于 11 月 15 日发

售。

12 月，阿迪达斯也将携手奢侈品牌普拉

达推出一款运动鞋，该款运动鞋以白、银、红

三色为主，售价为 350 美元。据悉，阿迪达斯

和其他时尚服饰品牌也进行过合作，其中包

括意大利时尚品牌米索尼、巴西时尚品牌

FARM等。8 月，运动品牌耐克和韩国明星权

志龙的服饰品牌 PEACEMI原NUSONE 进行联

名，推出了 NikeAirForce1 小雏菊黑色运动

鞋。据悉，这款运动鞋以 NikeAirForce 的鞋型

为基础，鞋舌上绣有小雏菊图案。这款运动鞋

的造型在社交媒体上曝光后，众多权志龙歌

迷都表现出强烈的购买欲望。

安踏也和很多品牌进行过跨界联名营

销。据悉，安踏曾与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推出了联名运动鞋。安踏表示，这款

联名运动鞋采用了安踏 A-LINK 科技鞋底，

具有优越的缓震性能。此外，安踏还与汽车品

牌大众汽车合作推出了一款联名运动鞋。据

安踏介绍，这款联名运动鞋采用了安踏的 A-
PROOO 科技鞋底，增加了减震回弹功能。鞋

面印有道路标志标语和赛车旗帜。

运动品牌李宁也与其他品牌进行过跨界

联名营销。今年 5月，李宁和汽车品牌红旗进

行联名合作，推出了联名卫衣和球鞋。今年 9
月，李宁和日化品牌汰渍合作推出了联名服

饰，包括卫衣、球衣等。据悉，此次推出的联名

服饰的色调以橙色为主，服饰上印有汰渍的

商标图案，不少网友表示这个联名很有趣。

品牌间借力营销

为什么运动品牌热衷于和其他品牌进行

跨界联名营销？服装行业专家刘亮对记者表

示，跨界联名营销的本质是品牌之间的相互

借力，为消费者创造新鲜感和惊喜感。

刘亮认为，各品牌都希望在这种相互借

力的过程中转变固化的品牌形象。例如运动

品牌想要更受年轻消费者欢迎，就会选择与

时尚品牌进行合作。虽然运动和时尚属于两

个不同的领域，但并不是相互对立的。

刘亮还表示，目前常见的是两个品牌之

间进行跨界联名营销，其实还有三个品牌之

间进行跨界联名营销的案例。他向中国商报

记者介绍，法国奢侈品牌香奈儿、美国歌手法

瑞尔·威廉姆斯与运动品牌阿迪达斯曾经联

名推出了一款限量跑鞋。这款跑鞋一经推出

就受到了消费者的热烈追捧，一些炒鞋者甚

至将这款联名运动鞋炒到了 20 万元。

在服装设计师李晓东看来，跨界联名可

以让运动品牌曾经推出的一些经典款式焕然

一新，运动品牌可以借此机会与其他行业的

品牌擦出更多的火花。虽然联名产品不一定

会成为运动品牌的主要收入来源，但可以帮

助其提升品牌形象与知名度。

尽管运动品牌热衷于跨界联名营销，但

刘亮坦言，目前运动品牌也在“摸着石头过

河”。运动品牌与其他品牌的合作是一种尝

试，对于联名产品的市场表现，运动品牌其实

没有太大的把握。只能看市场反应，如果某款

联名产品销量好，运动品牌就会将这种联名

方式固定下来，作为品牌的长期产品线。如果

市场反馈不佳，则只需要迅速下架产品就可

以了。这样来看，运动品牌也没有冒太大的风

险。

李晓东则认为，在市场不明朗的情况下，

运动品牌不愿意冒风险进行原创设计。因为

原创设计不仅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而

且产品上市后的效果也不一定会令所更多的

人满意。相比之下，跨界联名营销的确是一种

讨巧的做法。但目前跨界联名营销越来越泛

滥，消费者容易产生审美疲劳。特别是一些经

典的产品款式加入了很多不必要的元素之

后，反而显得有些画蛇添足。 渊颉宇星冤

“中国石油的充返优惠达到了 50%”“私

人油站汽油每升直降 0.4 元，还送水、纸巾，提

供免费洗车服务”……今年以来，广西北海石

油采取灵活的营销手段，开发特定客户，提升

服务水平，稳定了市场份额。截至目前，汽油

销量同比增长 10%。

开发网约车客户，
助力小站提升增量

网约车客户群体用油量比一般私家车多

好几倍，但这个群体用油黏性不大，都是哪里

方便哪里加，哪里优惠哪里跑。如果能抓住这

个群体，对稳定市场份额有很大帮助。

北海石油实施了 92 号汽油每升优惠 0.2
元的方案。他们发动各个加油站，留意网约车

客户，加强优惠推介的同时进行油品质量宣

传。

海景大道加油站和江苏路加油站位置较

偏僻，但周边网约车较多。他们在现场反复强

调“油品质优量足”，率先吸引了一批网约车

客户办理优惠。

一位客户在网约车微信群里发表意见：

“我感觉私人油站的油不耐烧，虽然他们又送

水又送纸巾，还免费洗车，但是羊毛一定出在

羊身上。”不少客户也纷纷吐槽，“加了不好的

油，后期维修费用太高，还是不能贪便宜的”。

在微信群里，网约车客户有啥说啥，无形

中宣传了广西北海石油。渐渐地，越来越多的

网约车客户选择了中国石化加油站。他们说，

“只要价格相差不大，我们还是喜欢在中国石

化加油站加油，因为油品质量和数量让人放

心”。

过去用导航仪都找不到的海景大道加油

站，如今网约车客户络绎不绝。截至目前，海

景大道加油站的汽油销量同比增长 25 倍，江

苏路加油站汽油销量同比增长 36%。

抓住特定集团客户，稳定市场

面对系统外加油站的低价营销，广西北

海石油党员组成帮扶队，帮助各站摸清情况，

为企事业单位等集团客户提供特定优惠服

务。

但开始并不顺利，联系的集团相关人员

不能起决定作用、办理手续要求较多、对优惠

理解不清，一系列问题导致活动开展受阻。

党员帮扶队没有气馁，多次上门拜访，加

强交流沟通，简化了中间手续，共同制定了双

方都易接受和理解的方案，积极收集资料，同

时提供上门办理和定点办理服务。

对于不同企事业单位，他们考虑到利润

和业务推广等因素，开展特色服务。比如，针

对移动公司开展了网上充值优惠活动，对于

其他集团单位则采取积分返利的方式，规定

加油后就有积分返还。

党员帮扶队的成员到一个个集团公司拜

访，相继开发了包括北海炼化、学校、渔政等

集团客户超 1000 人，稳定了市中心竞争较激

烈的敏感地带的客户资源。

北海石油积极收集客户反馈的意见和建

议，有针对性地开展优惠营销活动。比如，

教练车油改气后会出现动力不足的情况，他

们为此提供解决方案，并加大优惠力度，在

各大驾校宣传，锁定了一批教练车用油客

户。

服务+营销锁住出租车客户

新奥燃气现在开展换气瓶活动，新气瓶

免检，出租车客户不会因为检定气瓶而耽误

工时。老客户只需半价就能更换气瓶，新客户

通过加气返还的形式进行补贴。这一招，让很

多客户冲着可以半价换气瓶又不耽误开工的

好事，而加入到了换气瓶活动中。

面对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广西北海石油

本部片区和南沙加油加气站全体员工，通过

在现场和利用出租车客户微信群，广泛收集

客户详情。他们通过和出租车公司联系，了解

到换气瓶需要公司同意，从而收集到了换气

瓶的客户数量，采取了以上有针对性的营销

策略。

本部片区在多方了解和确认更换气瓶的

资质和风险后，引导员工加强对出租车客户

群更换气瓶存在风险的宣传，同时通过降价

和积分优惠的方式吸引客户回流。

他们还在该站增设了一台加气机，当出

租车达到 6 辆以上就开启第二台加气机；在

出租车交接班高峰时，现场保证有四五名员

工服务，大大提升了通过率。

一到出租车交接班时，店内充值、购物，

站外出租车排队加气，好不热闹。员工对出租

车客户的加气频率和周期十分清楚，经常主

动帮客户算好电子券优惠值并挑选好商品，

只要客户进站加气就可以消费电子券，提走

商品。

“价格相同的时候，我们更看重质量和服

务，这是为什么我们绕远路也过来加气的原

因。”一名出租车司机说。

渊徐海兰冤

北海石油：精准营销黏住特定客户

郴州市一批重点农业项目成功签约。

“湘字号”农产品精准对接粤港澳大湾区

相互借力营销
运动品牌爱上跨界联名

●太平财产保险公司，被保险
人杨金玲，川 AM37W4 商业险
保单流水 号 190001634164（保
单号码 65001080220190073826），
遗失，声明作废。
●金牛区特威旅馆营业执照正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510106
MA6CWHMBX9 遗失作废
●金牛区雅泽日用品经营部营
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510106600
725960 遗失作废
●成华区康之佳大药房营业执
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51
0108L766308020 遗失作废
●武侯区王天农副产品经营部
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
代 码 ：92510107MA6CL8GA9D
遗失作废

●四川玉露春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 91510104MA69K51
H4J）遗失作废
●成都捌陆捌柒餐饮管理有限
公司，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
信 用 代 码 91510100MA66NQ1
D27）遗失作废。
●成都锦途博科技有限公司（税
号：510108086686700）税务登记
证副本遗失作废。
●注销公告：成都汇星商业管理
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07MA61TMM825）经股东
会决议决定注销，请债权债务人
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
我公司申报债权债务。

●成都娱塘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510100MA6DF0474N）；开
户 许 可 证 （ 核 准 号 ：
J6510093659401，开户银行：绵阳
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
分行，账号：30001500000206）遗
失作废。
●注销公告：成都娱塘文化创意
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00MA6DF0474N）经股东
会议决定注销，请债权债务人自
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我
公司申报债权债务。
●成都世纪力元文化传播有限
公 司 （统 一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510107396415375B）营业执照
副本遗失作废

●成都倾城蜂动体育文化传播
有限公司金牛分公司营业执照
正 本 （统 一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510106MA62P24H6X）不慎遗
失,特此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成都华玉体育场管理有限公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5101050806282866）经股东会
决议决定注销，请债权债务人自
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我
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

2019 年 12 月 3 日
●金牛区兴鼎信建材经营部（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2510106MA68L3NB44）税控盘

（税控盘号：929908813071）不慎
遗失，声明作废。

●深圳市刘欣园实业有限公司
成都分公司营业执照正本、副本

（注册号：510106000048464）；税
务登记证正本、副本 （税号：
510106774529178）均遗失，特此
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成都顺奕通讯设备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 注 册 号
510105000289891）经股东会决议
决定注销，请债权债务人自本公
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我公司
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

遗失声明
成都市郫都区瑞笛培训学校有
限公司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
代 码 91510124MA61RT2C6R)
正副本遗失作废。

●成都市郫都区瑞笛培训学校
有限公司，民办学校办学许可证
(证号:教民 151012470000919 号)
正副本遗失作废，有限期限:2018
年 10 月至 2024 年 10 月，特此
声明。

注销公告
四川华臻琳家具有限公司(统一
社会信用代码:91510114MA6C6
E7G5A)经股东会决定注销公司，
请债权债务人自公告之日起 45日
内向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
●成都燕之运金融外包服务有
限公司开户许可证遗失 核准
号 ：J6510075537601， 账 号 ：
697027650，开户行：中国民生银
行成都科华支行

吸收合并公告
根据重庆嘉陵工业有限公司（简
称重庆嘉陵工业，统一社会信用
代 码 ：91500227MA5U5EQL6N）
和成都奥晶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简称成都奥晶科技，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10100728043011C）
股东会决议，由重庆嘉陵工业吸
收合并成都奥晶科技，合并后成
都奥晶科技依法注销，成都奥晶
科技的所有债权债务及相关资
质均由重庆嘉陵工业继承。合并
前重庆嘉陵工业注册资本 8000
万元，成都奥晶科技注册资本
5000 万元；合并后重庆嘉陵工业
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8000 万元，
成都奥晶科技注册资本为零。请
各相关债权债务人自此公告见

报之日起 45 日内对债权债务办
理相关手续。特此公告。

2019 年 12 月 3 日
●金牛区全家福健康咨询服务
部（注册号：510106601742556）营
业执照正副本遗失作废
●成都维影精品家具有限公司
开 户 许 可 证 （ 核 准 号 ：
J6510075460901， 账 号 ：
801901040007577，开户银行：中
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
像树林支行)，遗失作废
●成都渗透力广告传媒有限公
司(注册号：5101072020876）经股
东会决议决定解散公司，请债权
债务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办理债权债务。另，营业执
照副本遗失作废

注销公告
四川安瑞和实业有限公司(注册
号：5101222801714）股东会决议
决定注销公司。请公司相关债权
债务人于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到公司申报债权债务。

特此公告
注销公告

成都凯方房地产营销策划有限
公司(注册号：510104000259170）
股东决定注销公司。请公司相关
债权债务人于本公告见报之日
起 45 日内到公司申报债权债
务，特此公告
●遂宁市安居区谷彬生态农业
有限公司成都分公司（统一社会
信 用 代 码：91510105MA6CFPC
489）营业执照正副本遗失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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