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营销Marketing

无忧健康行，福利享不停。阳春三月，春

暖花开，EXEED 星途隆重推出“美好星途 0
先一步”优惠活动，助力全民健康无忧出行。

即日起至 3 月底，购买星途的消费者可享受

包括 99 元下订抵 2020 元购车红包、0 首付、0
利息等多重福利，以购车零门槛 0 压力、服务

0 接触零忧虑的方式打开美好出行新体验。

购车无忧0门槛0压力
入手星座驾

在这个莺飞草长的美好时节，为了让更

多人轻松入手心仪的星途座驾早日享受健康

出行，星途在最低 0 首付，至高 24 期 0 利息

的基础上，推出了“99 元下订抵 2020 元购车

红包”的超级购车福利，进一步降低消费者的

购车门槛。

同时，置换星途车型可享至高补贴 6000
元、购买星途 LX 系列车险至高补贴 5000 元

以及针对医护人员、军人、警察及直系亲属的

3000 元购车基金专属优惠也将延续到 3 月

底，持续致敬逆行者的同时，也让广大消费者

购车无压力，更轻松地入手星途旗下的高品

质明星座驾。

服务无忧 0接触0忧虑
畅享健康行

在今年这个特殊的春天，除了提供钜惠

福利降低消费者购车门槛和压力之外，星途

推出走心的 0 接触、0 忧虑服务，全面覆盖看

车、选车、购车和用车等多场景，确保消费者

在家即可享受无忧服务。

通过星途线上智能展厅和星途顾问，消

费者足不出户就可以在线免费看车，甚至实

时沟通咨询进行选车；消费者选中车辆之后，

星途还可以提供免费代办上牌、免费上门交

车等贴心到家的服务，减免用户购车、提车需

要东奔西跑的烦恼；在用车过程中，星途还提

供发动机 10 年或 100 万公里超长质保，让用

户无后顾之忧。

更值得关注的是，不仅优惠给力有诚意，

星途的产品实力也超越同级。无论是超智越

级 SUV 星途 LX 还是全境智驾 SUV 星途 TX
系列，都是各自细分市场领域的佼佼者，不仅

在颜值方面令人眼前一亮，在动力操控、科技

配置、安全防护等方面也是超越同侪，市场口

碑早已深入人心备受好评。

作为中国新高端汽车品牌，星途一直致

力于为用户提供超越期待的出行产品和服

务，旨在让全民享受高端汽车带来的智慧便

捷出行体验。可以预见，在星途新一轮暖心福

利的助力下，必将让星途旗下的高端汽车如

虎添翼，加速走进千家万户，助力全民早日享

受到更加美好的汽车生活。 (李思琪)

不用洗、不用择、直接下锅，省时省力还

好吃的半成品菜，俨然成了许多人最近一段

时间的心头好。原本只在春节期间热销的半

成品菜，因为防疫期间延长的居家生活也延

续下来。

最近一段时间，不少京城老字号餐馆都

开始把更多特色菜品制成半成品售卖，不少

半成品菜销量甚至超过成品菜外卖。网购平

台和生鲜电商推出的半成品“硬菜”如自热小

火锅、袋装螺蛳粉等速食销量也在近一个月

里创下新高，小龙坎火锅甚至创下了 10 分钟

卖出上万盒的新纪录。

老字号半成品菜受追捧

“店里给加工七八成熟，买回来按照加工

说明简单加热浇汁儿就能吃。厨师还给每道

菜录了制作视频，扫码就能跟大师学做菜。”

家住西城区的张大爷隔三岔五就买些半成品

回来，俨然已经成了半成品菜的忠实粉丝。为

此，张大爷还专门学会了微信扫码。

“焦熘丸子一份”、“酱爆鸡丁来了！”最近

一时间，同和居饭店的半成品订单也多了起

来。“不光春节期间的半成品菜延续下来，种

类也变多了。”就单品来说，不少半成品的销

量比外卖还多。

除了同和居，不少老字号餐馆的半成品

菜肴都在热卖。记者了解到，同春园饭店的松

鼠鳜鱼、豆泡红烧肉、软炸鸡柳、酸菜粉丝丸

子等“硬菜”都有了半成品，地安门马凯餐厅

也计划将马凯腊肉、清炒虾球、毛氏红烧肉等

特色菜品做成半成品出售，惠丰饺子楼的速

冻水饺、饺子馅料等都将上线外卖平台。从没

出过半成品的二友居也上线了干烧黄鱼、宫

保鸡丁、面条等半成品菜和主食，上百斤面条

往往一上午就全部卖光。

电商半成品速食销量涨十倍

“战疫”期间，不少新生代餐馆和电商平

台也在半成品菜肴上下起了功夫。

盒马等生鲜电商平台上加大了半成品速

食的供应量，胡椒猪肚鸡锅、罗宋汤、韩式部

队锅、日式寿喜烧等半成品菜肴都成为最近

的热销“爆款”。从今年春节至今，卖得最好的

菜品日均销量甚至能达到平时的 10 倍多。

一些在往常就受颇受网友欢迎的半成品

速食，也在最近一段时间打开了销售新局面。

转战淘宝平台后，小龙坎火锅创下了在一场

直播中 10 分钟卖出上万盒自热小火锅的纪

录。而淘宝近日公布的数据显示，过去一周

里，单是搜索“螺蛳粉”的用户就达到 320 万

人。

居家做饭也有仪式感

“买半成品菜肴回家来自己做，就是希望

有做饭的参与感和仪式感。”市民刘大姐道出

了不少人的心声。对于许多上班族来说，半成

品速食也解决了独自在家吃饭的大难题。

在平时，半成品菜的主要消费群体是工作

忙碌的白领和“厨房小白”，也是“懒人经济”

流行催生的产物，疫情期间却成为许多家庭

想要换换口味时的消费刚需。实际上，发达国

家日本的半成品食品市场已经非常成熟。数

据显示，2019 年中国家庭户均消费半成品菜

的市场规模，大概只达到日本 2004 年家庭户

均消费的 5%。

“从未来发展角度结合整个新生代生活

节奏、工作节奏来看，半成品制品肯定会成为

一种趋势。”在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蓬看

来，这次疫情或许能间接推动半成品菜在国

内市场的大发展。

渊潘望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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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19 年冬末起飞的这只“黑天鹅”，打

乱了我们的生活节奏，让原本亟待转型的空

调业面临一场大考：在考验企业组织应急能

力的同时，也凸显了大企业的社会责任。

如今形势依然严峻，在“危”与“机”并存

的新局势下，一个组织或是一家企业小到员

工防控、产品研发、办公室消毒，大到疫情救

援、制造或服务体系协同、及时性的组织运

作、正向的价值观输出等方方面面，均反映了

家电制造业的现有体系利弊。值得肯定的是，

海尔、美的、格力等起到了一定带头作用，第

一时间付诸行动进行一线防控、并围绕用户

健康需求推出了“56 度 C”等的健康技术创

新。

不久的将来，这只“黑天鹅”终将飞走，但

黑天鹅带来的产业效应或许还将继续。而在

这场突发性的考卷面前，“暴露”出的软实力

背后，值得我们思考。

武汉服务“不停课”

疫情发展以来，一批又一批的“逆行者”

加入到武汉战疫中，他们中间有医护人员、建

筑工人、后勤服务人员等。为了驻留武汉的用

户和工作人员都能有一个更好的工作和生活

环境，海尔、美的、格力等企业先后调动服务

兵，不仅投入到火神山、雷神山以及方舱等医

院建设中，像海尔推出的“无接触可视化”服

务，也保障了武汉乃至全国各地的空调服务。

其中，“格力先锋队”火速集结超 200 人，

全天候在火神山医院建设现场待命；美的调

动 200 余服务兵，积极参与到战疫中；海尔也

在湖北地区调动了 1500 人待命。

湖北地区冬季无集体供暖，疫情突如其

来，前几日下雪更是加剧了一线人员面临的

困难和挑战，这样一支支队伍，及时保障了空

调的捐赠和紧急安装。

争分夺秒下，海尔为湖北地区安装空调

2428 台，美的安装空调 1000 多台，格力安装

空调、净化器、电暖气等共计 2465 台，缓解了

寒冬环境下的部分急需。

在武汉市青山区方舱医院，海尔连夜完

成了 270 台空调的安装，院方原本的计划是

几个品牌同时安装以提高速度，但是看到现

场海尔的安装速度，而当时其他品牌又无人

联系，决定将剩余订单托付给海尔空调。最

终，海尔顺利完成了共计 1190 台的安装工

作。

在众多的战疫队伍中，这样看似平凡的

瞬间，却折射了非常时期及时服务的不平凡。

据了解，多家平台在为方舱医院推荐产品时，

都因为“海尔速度”首推海尔。

如今，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参与到战疫

队伍中，服务兵们也加速扩大服务网络。数据

显示，目前海尔的紧急服务不仅覆盖了湖北

地区 39 家医院，在全国则覆盖了 300 多家医

院。此外，美的、格力以火神山、雷神山为主，

全国为辅，推进服务及时落地。

吹响全球“集结号”

除了武汉当地的“逆行队伍”，海尔、美的

等依托全球化优势，也第一时间调动了口罩、

护目镜、防护服等来自全球的防控物资。

从 1 月 27 日起，海尔发动海外各地的分

公司，协同开启“全球募捐”行动，驰援中国疫

情防控，从美国、日本、俄罗斯、法国、印度、泰

国、马来西亚、印尼、尼日利亚等各国分公司

紧急筹措到 50 万美元的防疫物资陆续到位。

值得一提的是，海尔的全球及时响应，一

方面得益于自主品牌全球化的建设，另一方

面也凸显了工业互联网平台的战疫价值。据

介绍，海尔卡奥斯 COSMOPlat 从大年初一萌

生想法，到 1 月初仅仅用两天时间上线疫情

医疗物资信息共享资源汇聚平台推出，再到 2
月中旬迅速升级为企业复工增产服务平台，

帮助了众多企业防控资源汇聚，也赋能了诸

多企业复工保安全、提产能。

也是在 1 月 27 日，美的首批敲定从韩国

采购 50 余万只医用口罩，后续来自日本、德

国、美国、意大利等国家或地区的物资也陆续

到达。

此外，格力首批来自巴西的 45 万件抗疫

物资陆续到位，同时通过其在柬埔寨、卡塔尔

的经销商和子公司的员工得到部分捐赠物

资。

全球“集结号”吹响的背后，实际上也反

映了中国空调企业全球发展的现状。众所周

知，海尔空调一直在全球创牌方面保持引领

优势，此次及时救援也体现了海尔成熟的全

球化运作系统。近几年来，格力和美的的品牌

建设也开始转向了国外市场，在海外市场业

绩不断提高的同时，全球化体系建设也正在

逐步完善。

如今，全国都在积极开展复工复产，空调

企业率先响应，以保障用户在非常时期的健

康需求。作为率先响应的企业，海尔设置了六

道“关卡”保证防疫生产两不误，成为多地政

府的企业复工样板；目前除武汉 3 家外，海尔

在全国的其他 49 家企业均已获得政府批复。

同时，格力、美的也迅速跟上号召。公开数据

显示，格力电器已有 70%的员工复工，美的集

团除湖北地区外的 31 个生产基地也均已复

工。

加速“健康保卫战”

“好空气并非一时之需”———疫情终将过

去，我们也必然要回归日常生活，但聚焦空调

行业现状，却发现促销、价格战已经失灵，健

康升级已然成为趋势。苏宁近日数据显示，抑

菌健康空调实现高达 15倍的销售增长。

3 月 2 日，从天猫 V 榜发布的年度

TOP100 单品来看，海尔最近主打的“56 度 C”
空调位列 TOP2，美的空调和格力空调分列

TOP4 和 TOP7。
据了解，本次上榜的海尔 56 度 C 空调是

一款自清洁空调，它的蒸发器表面会通过降

温结霜、升温 56益以上进行化霜，达到剥离内

部污垢，高温干燥除尘除菌的效果。如今在非

常时期，海尔也向 3000 万海尔自清洁空调用

户，发起了“请立即开启 56度 C”的邀请。

此外，美的最近主推的中央空调，也围绕

用户呼吸健康空气的需求，实现了对全屋空

气 24 小时的检测，以保证用户轻松掌握空气

质量。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对于企业更

是如此。

面对市场的变化，因率先响应用户健康

需求，空调行业头部优势更为明显。中怡康第

七周数据显示，三大品牌线下零售量总计占

比 83.4%，环比提升 1.7%；从分品牌线下零售

额来看，美的占比 31.6%、同比下降 22.9%，海

尔占比为 30.2%、同比增长 35.5%，格力占比

22.3%、同比下降 71.4%。

事实上，针对室内空气健康，各空调品牌

早就有所布局。2015 年，美的上市了“无风感”

舒适星空调，从“无风”角度出发发力健康空

调;去年，格力推出“双向换气”的新风空调，创

新双向流新风换气系统，也是关注到了健康

这一需求点。

相较而言，海尔空调在健康方面布局较

早，早在 20 余年前就开始关注用户健康需

求，先后发明了健康负离子、光触媒空调、“氧

吧”空调，再到首款自清洁空调、不开窗换新

风的新风空调等多款产品。随着当下场景化

需求加速，海尔空调领先行业首个进行场景

生态的转型。以海尔智慧卧室场景为例，从睡

前准备、睡前阅读，到睡眠阶段实时监测睡眠

状态，再到起夜场景、起床场景，海尔空调都

能提供智慧、健康的场景方案。同时，海尔空

调还依托海尔智家 App 进行了消毒杀菌等健

康商家的升级。

“永远不要浪费一场危机”———丘吉尔的

这句话，对于疫情当下的企业意义重大。

这个寒冬虽然漫长，但对空调业来说，在

海尔、美的、格力等创新性企业的带动下，终

将渡过。相信随着这一轮疫情的局面得到全

面控制，企业与组织收获的将是更加灵活多

变的团队、更具超前意识的创新以及更加开

放共赢的商业模式。

渊凤凰冤

美的、海尔、格力的全面战“疫”

“非常时期要有非常举措、想出非常办

法、办成非常事情！”中国航天科工集团有限

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高红卫介绍，目前，航

天科工全级次陆续复工复产。在疫情防控最

吃紧的关键阶段，航天科工继续毫不放松抓

紧抓实抓细各项防控工作，一方面想办法在

科学防控、精准防控上见成效；另一方面加快

转变生产方式和经营方式，努力推进以云端

在线工作方式取代传统的面对面工作方式，

为企业复工和经营生产提供云端解决方案。

“云端营销”
穿破疫情阴霾联通市场

封城、封路、封楼，病毒阻隔了接触，但

“云端营销”联通着市场。航天科工所属航天

三江湖北区域近期在着力开展疫情防控的基

础上，采取“线上复工”，开展“云端营销”，利

用云平台、互联网主动跟踪了解用户需求，与

客户密切沟通，终于收获了一些市场订单，许

多意向性订单也正在跟进中。

其中，航天三江所属红峰公司接到某商

业航天公司从线上传来的产品采购函，订单

为 3 套一体化航天器控制系统部件。无独有

偶，航天三江所属其他单位也纷纷行动起来：

三瓦公司在疫情期间与客户保持粘度，在线

了解用户需求信息，线上参与项目招标。根据

疫情发展情况，在招标过程以及合同签订期

间，如实向用户汇报了湖北省、孝感市以及三

瓦公司抗击疫情的举措和明确的复工计划，

获得用户理解。最终，三瓦公司通过线上营销

与中石油集团某分公司签订四台修井机底盘

合同，与吉林通化某公司签订一台修井机底

盘合同。

红林双菱公司营销组以视频会的形式每

天沟通市场形势，积极参加网上展会，通过

“线上一对一”的服务与客户密切沟通，使用

“云端销售”平台对接客户并实现新订单签

订，为企业未来全面复工打下基础。

江北公司研发中心双捻机项目组近期顺

利完成技术协议线上签订。这是线上办公签

订的第一份技术协议，是云上办公的新开端。

该协议的签订，有望为公司带来供货订单。

线上服务助力企业
享受增值税减免新政策

近期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自 2020 年 3
月 1 日至 5 月底，免征湖北省境内小规模纳

税人增值税，其他地区征收率由 3%降至

1%。

作为国家主要的税控设备研制推广和技

术维护单位，航天科工所属航天信息依托承

担多次税控设备及系统升级任务的丰富工作

经验，迅速响应，连夜组织人员进行需求分

析、方案制定，同时全面评估全体系疫情期间

的服务能力储备情况，组织全国各区域公司

提前做好筹备工作。时间紧迫、涉及场景多，

又是全国疫情防控的关键时期，充分发挥“不

见面”“非接触”技术服务优势，是打赢这场硬

仗的关键。2 月 28 日至 29 日，航天信息安排

符合复工复产要求的人员，到国家税务总局

现场配合进行软件的用户测试支持。航天信

息全国各区域公司纷纷成立党员（青年）突击

队，通过电话、邮件、远程操作等方式，为小规

模纳税人提供技术支持服务，开展“不见面”

“战疫助企行动”。

据统计，截至 3 月 3 日 15 时，航天信息

已帮助 347 万小规模纳税人完成升级工作，

保障增值税减免政策顺利落地。“本以为疫情

期间给系统升级是件麻烦事，没想到足不出

户，便在航天信息工程师的指导下轻松完成，

真是太方便了。”武汉市金福顺科技有限公司

在 3 月 1日成功开出了免税发票。

伴随着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信息

技术的创新应用，航天信息的服务逐渐由线

下转为线上线下同步开展，由挨家挨户调设

备、升级系统，转为“不见面”“非接触”、更智

能、更高效、更安全的“云”服务。 渊赵磊冤

航天科工：
“云端营销”联通市场
“线上服务”惠民利企

市场造就半成品销路大涨 老字号菜肴火过外卖

福利服务双保障 星途为用户出行助力

注销公告
四川一诺维新工程咨询有限公
司（统 一社会 信 用 代码：9151
0108MA61RWJX49）经股东会议
决定注销本公司，请债权债务
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
向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

注销公告
成都仁源瑞升商贸有限公司（注
册号：510109000108221）经股东
会议决定注销本公司，请债权债
务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
内向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
特此公告。

减资公告
四川乐商汇商业管理有限公司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5101
00MA61WJJD2X）经股东会议决
定，注册资本由 500 万元减少到
100 万元，请相关债权债务人于
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前往公
司办理相关手续，特此公告。
●成都贝娜莉莎化妆品有限公
司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510105698859940J） 副
本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完工告示
由四川德才建设工程有限公

司承建的中江县瓦阳路天台村
至天梯村公路改善工程项目已
竣工验收。截止今日本项目所有
民工工资及材料款、设备租赁费
等工程款项已结清，未发现任何
工程质量、安全事故和款项拖欠
情况。本项目于 2020 年 3 月 6
日登报公示，公示时间为 15 日，
如有任何未结清款项请于 2020
年 3 月 21 日前致电给我公司工
程管理部门，逾期未与我公司申
报备案的，视为全部结清，将自
行承担法律责任。
监督电话：028-85213390

四川德才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2020 年 03 月 09 日

●武侯区三合鞋材经营部营业
执 照（注 册 号 ：510107600487
477）正副本遗失，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成都市和锦泰富
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经公司股
东决定注销本公司，请债权债
务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
内向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

●四川汇源新能科技有限公司
开户 许 可 证 核 准 号 ：J6510119
163901（ 账 号 ：510501102445
00001169，开 户 银 行 ：中 国 建
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天府
新区支行）遗失作废
●服 务公 司川 ATU675，01937
营运证遗失作废
●金牛区玖玖学苑书店营业执
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2510106MA6DGF6Q9T，出
版物经营许可证正、副本，编号：
金新出发书字第 51010600689，
遗失作废
●成华区海德佳商贸部营业执
照（ 注 册 号 ：51010860068356
9）正副本遗失，声明作废
●锦江区全宏达装卸服务部营
业 执 照（注 册 号 ：5101046002
41165）副本遗失，声明作废
●四川鸿乐康建筑装饰工程有
限公司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10107MA61X1LK97）
副本、安全生产许可证编号：

（ 川 ）JZ 安 许 证 字 [2017]00
1328 正本、副本 2 本遗失作废

●龙泉驿区柏合镇盛源果蔬店
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
代 码 ：92510112MA6CUPJ362
遗失作废
●新都区丽景轩中餐馆个体工
商户营业执照副本（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2510114MA6CPCHC4
X）遗失作废.
●成华区漫雨建材经营部个体
工商户营业执照正本、副本（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2510108MA6
2LTQK25）遗失作废.
●注销公告：成都市臻享教育咨
询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510105MA6CFPC3X9）经
股东决定注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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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销公告：成都罗爵仕商贸有
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510107584956478M）经股东会
决议决定注销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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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金克星物流有限公司法
人章（5101825016925）遗失作废。

●成都味铭轩餐饮有限公司，食
品经营许可证（证号：JY2510107
0139877）正副本遗失作废，特此
声明。
●郫县萍苹床上用品经营部税
务登记证正副本（税号：513030
197108127568）遗失作废
●成都轮翔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
91510108MA61RA9512）营业执
照正副本遗失作废

注销公告
成都优马互动科技有限公司(统
一社会信用代 码:91510107MA
6CLFP54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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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销公告：成都睿泰投资有
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
51010668904909XL)，经 股 东
会议决定注销公司，请债权债
务人自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
前往成都市金牛区赖家店街 5
号向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

便民服务 律师提示：本刊仅为供需双方提供信
息平台袁 所有信息均为刊登者自行提供遥
客户交易前请查验相关手续和证照遥本刊
不对所刊登信息及结果承担法律责任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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