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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无论您想发布新产品、发起商业活动，还是公布业绩、吸引投资，或只想引起公众对一个公

益活动的兴趣，新闻稿都是一个重要的传播工具，能够为您带来意想不到的媒体关注和发布

效果。 
 
一篇优秀的新闻稿能够清晰有序地呈现出事件的主体、内容、地点、时间、意义以及过程，

这些信息正是媒体所渴求的。相反，一篇糟糕的新闻稿可能让人感到文不对题或言之无物，

这种新闻稿经常被媒体忽略。 
 
请记住新闻稿一定要行文简练、主题明确。当然，重要的细节描述也会给新闻稿加分而赢得

媒体的好感。重要的一点是，新闻稿首先是给编辑、记者、电视台制作人过目。他们不会关

注过于花哨的语言或夸张的描述，所以您的新闻稿首先要简单明了、开门见山。一般来讲，

新闻稿长度不要超过两页（或 1,000 个中文字符），且要包括标题、电头、导语、主体、媒体

联系人信息，消息来源等要素。 
 
是不是听起来很简单？ 
 
如果撰写新闻稿是一件简单的事，市面上就不会有这么多关于新闻稿写作指南、如何写好新

闻稿之类的指导书籍了。美通社的编辑们每年处理并向媒体发布 20,000 多篇企业和机构新闻

稿，经历了各种各样的稿件修改、建议以及不断地与客户沟通，愈加发现写好新闻稿并不是

信手拈来的。掌握基本规则、学习好的案例、勤写勤练，还有对写作主题的熟悉和理解，都

是必不可少的要素。因此，我们从近年的客户新闻稿中搜集了一些真实案例。这些案例按照

行业和主题分类，很大程度上涵盖了日常新闻稿所涉及的方方面面。您可以在写作前参考类

似行业或主题的案例，或者将其作为模板使用，希望您能够从这些案例中找到启发或灵感，

为您的新闻稿增光添彩。 
 
美通社在 1954 年开创了企业新闻稿发布行业的先河，通过分布在南北美洲、欧洲、亚洲和中

东 16 个国家和地区的办事处网络，以 40 多种语言将企业客户的新闻稿发往 170 多个国家。全

球 4 万多家公司、组织和政府机构都在使用美通社的服务，其中包括 50%以上的财富 500 强企

业。美通社 2002 年进入中国，目前在中国的企业新闻稿发布网络覆盖超过 15,000 名记者和编

辑的媒体资源，涵盖到 4,500 多家媒体。本书基于美通社在这方面的丰富经验，以及从媒体合

作伙伴中学习到的知识。我们相信收藏本书能为您的日常工作带来收获。 
 
祝您写作愉快！ 
美通社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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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新闻 - 广告营销新闻案例 

亿动广告传媒正式宣布进入印度市场 

• 亿动广告传媒印度子公司 (Madhouse India) 将致力于为品牌主、广告代理公司以及其他

市场营销伙伴提供全方位的移动营销服务。 
 

• 为满足一站式移动营销服务市场的巨大需求，亿动广告传媒 (Madhouse) 计划在印度 3 个

城市设立办公室。 
 
印度孟买 2012年 2月 15日电 /美通社/ -- 中国领先的移动广告网络和移动营销解决方案提供商

亿动广告传媒 (Madhouse) 2 月 14 日正式宣布进入印度市场，为日益增长的客制化移动营销需

求提供解决方案。在中国，亿动广告传媒 (Madhouse) 与超过 120 位国际知名品牌广告主（比

如可口可乐、百胜中国、百威英博、奥迪、英特尔、惠普、耐克、阿迪达斯、宝洁和联合利

华等等）以及媒介代理集团（包括群邑集团、阳狮锐奇、安吉斯媒体集团和宏盟媒体集团及

他们的关联机构）等紧密合作。 
 
面对印度超过 8.5 亿的手机用户群体，亿动广告传媒印度子公司 (Madhouse India) 旨在抓住机

遇将手机发展为大众媒体终端。当前印度移动营销市场的发展阻力在于手机市场上多重利益

相关者对数据、语音与文字、不同操作系统的协调缺少规模化的解决方案，缺少建立规范的

工具和系统，以致如何让广告主充分利用手机媒体与消费者沟通称为一大难题。 
 
亿动广告传媒印度子公司 (Madhouse India) 以独特和创新的服务来应对这一问题。对客户而言，

同时应用于多媒体手机、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并覆盖付费媒体、自有媒体和免费媒体的完善

的移动营销解决方案将指日可待。利用基于地域、用户信息和属性的精准定向，亿动为所有

的手机操作系统提供适配的服务， 大程度避免媒体资源的浪费。 
 
亿动广告传媒 (Madhouse) 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马良骏先生表示：“我们看到了印度市场的巨

大潜力和成长空间，并集中全力在此投资发展。我们相信，借力优秀的本地合作伙伴，亿动

的领先技术和运营专家可以 大程度地满足客户们独特的无线营销需求。在中国，我们与众

多战略伙伴紧密合作，包括 Rovio、美国艺电 (EA)、中国联通应用程序商店、知名媒介代理集

团等等，持续巩固我们在市场中的领导地位。在印度，我们也同样重视与当地伙伴们的合作，

帮助我们在此开拓移动营销市场，并引领行业发展。” 
 
亿动广告传媒印度子公司 (Madhouse India) 首席运营官 Vinod Thadani 先生说：“手机广告正

在改变品牌与消费者的沟通方式。亿动广告传媒 (Madhouse) 拥有一支由深谙手机媒体的资深

从业人员组成的专业团队，为广告主提供移动营销解决方案的策划和执行服务。从技术层面

来讲，手机广告可实现精准智能定向并提供实时报表，此项优势值得广告主信赖。当前所需

是释放市场潜力。我们将致力于改变印度数字媒体市场的现状，助力移动营销市场规模在未

来 3 年内实现从 12.5 亿卢布到 100 亿卢布的增长。” 
 

http://www.madhouse.c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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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PP 集团印度区总经理 Ranjan Kapur 先生也发表见解：“在印度，数字媒体的进化和创新及

其迅速，特别是手机和掌上终端已经蓄势待发，在营销中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亿动带来的

技术优势结合对行业和品牌的深刻理解，将帮助我们为客户创造独特价值。” 
 
“印度是 Rovio 重要的市场之一，愤怒的小鸟品牌在印度日益增长的人气让我们颇感欣喜。

随着本地 Facebook 用户的急剧增长，印度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的 Facebook 基地。它为我们开启

了一扇大门为更多的粉丝提供娱乐。到今年年底我们力争获得 10 亿次的下载量。”Rovio 大
客户总监 Bijay Gurung 说，“在中国，亿动广告传媒 (Madhouse) 是我们极具价值的合作伙伴。

此刻我们也非常期待双方的合作在印度市场的扩展。” 
 
关于亿动广告传媒 (Madhouse) 
 
亿动广告传媒 (Madhouse) 是中国领先的移动广告网络和移动营销解决方案提供商。公司总部

位于上海，在北京和广州设有分公司，现有员工 200 余人。其主要投资人有 TDF Capital、Gobi  
Partners 和 JAFCO Asia，战略投资人包括 Nokia Growth Partners 和 D2 Communications Inc.。 
 
如欲了解更多信息敬请访问http://madhouse.cn 。 
 
消息来源  亿动广告传媒 
 

http://madhouse.cn/cn/
http://madhouse.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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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新闻 - 广告营销新闻案例 

天威墨水“彩动”上海国际广告展 

珠海 2012 年 7 月 26 日电 /美通社/ -- 7 月 11-14 日，全球规模 大的广告标识展览盛会 -- 第二

十届上海国际广告技术设备展览会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隆重举行。全球 大通用耗材制造

商天威之中国销售公司天威泛凌，以“绿色彩动世界”的缤纷特装展位，大幅面墨水、纺织

墨水及其应用产品参展，吸引了大批参展客户驻足、咨询。 
 
灵动的鹦鹉叼起“绿色彩动世界”，绚丽彩格展示自然的纷繁 -- “创意”与“环保”水乳交

融的结合，使天威展位成为此次上海广告展的亮点。为了让买家拥有更真实全面的体验，天

威将丰富的墨水应用制品带到了现场。天威墨水输出的相册打印清晰、色泽纯净鲜亮、饱和

度高，吸引不少婚纱摄影业的客户。以画卷展示的名家画作，在天威墨水精细的表达下，充

满艺术感染力。穿梭于天威 展台的靓丽模特，身着数码打印的真丝裙，成为天威墨水的“活

广告”，引得客户纷纷走进展台，与她们互动，并去看更多面料输出品的效果。 
 
天威此次展出大幅面及纺织墨水两个系列，天威大幅面墨水以其色泽纯净鲜亮、饱和度高、

图像还原性能优越、适合多种介质打印的优势，在广告影像行业素有口碑并应用广泛；而纺

织墨水系列中的热转印墨水及活性墨水，广泛应用于各种纺织面料，与传统印染工艺比较，

小批量生产更节约成本、更环保，再加上色牢度、层次上的出色表现，成为纺织印花行业不

少客户的信赖之选。 
 
据天威参展人员介绍，天威墨水原料来自国外知名供应商，墨水经过多重微过滤和十万级无

尘灌装，性能稳定，颗粒精细，流畅性一流，呵护打印头，尤其是精密设计的配方体系，可

以与国内外的主流介质匹配，适应面非常广泛。 
 
为期四天的展览，给天威及客户提供了充分接触的机会。在实地考察了天威墨水的品质及效

果后，一些客户表达了合作意向，也有不少客户表示有兴趣到天威墨水基地 -- 珠海进一步参

观了解。 
 
消息来源  天威耗材 
 

http://www.zhfanli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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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新闻 – 汽车新闻案例 

博格华纳为福特打造双速主动全轮驱动分动箱 

• 博格华纳推出第一台为福特 F-150 量身打造的双速主动全轮驱动分动箱 

 

• 博格华纳的 Torque-On-Demand®(TOD®) 技术可自动改善车辆牵引力、稳定性和动力 

 

上海 2012 年 5 月 23 日电 /美通社/ -- 博格华纳（BorgWarner）将为 2012 福特 F-105 Lariat、King 

Ranch 和 Platinum 车型量身打造 Torque-On-Demand®(TOD®) 双速主动全轮驱动分动箱。载

于 F-105 汽车的第一台双速主动全轮驱动系统将采用 4 高 4 低型全时自动化全 轮驱动模式。

博格华纳 (BorgWarne) 的 Torque-On-Demand®(TOD®) 主动全轮驱动技术具有极高的可靠性，

堪与此前推出的半时运行变速分动箱相媲美，从而显著改善汽车的牵引力、稳定性和动力。

自 2006 年以来，博格华纳 (BorgWarner) 还为 F-150 Harley-Davidson 车型推出了单速 

Torque-On-Demand®(TOD®) 分动箱。 

 

“博格华纳 (BorgWarne) 的 Torque-On-Demand®(TOD®) 技术能够对前轮至后轮的扭矩进行

自动重新分配，对驾驶者无任何干扰，”博格华纳汽车传动系统公司 (BorgWarner TorqTransfer 

Systems) 的总裁兼总经理乔·法度尔 (Joe Fadool) 表示，“博格华纳 (BorgWarner) 很高兴能够继

续保持与福特的长期合作关系，为 F-150 的驾驶者提供无缝的牵引控制，使其在正常或恶劣

的天气条件下能够安全行驶在野外或公路上。” 

 

汽车的控制系统对设备信号进行监控，如方向盘角度、油门踏板位置和车轮速度，从而指挥

Torque-On-Demand® (TOD®) 分动箱以提供前后轴所需的扭矩。通过高低范围的卓越性能，驾

驶者将亲身体验到自动全轮驱动在广泛的驾驶情况中所提供的卓越性能，全面涵盖正常行驶、

越野行驶到牵引等情况。通过预测滑移和提供卓越扭矩，Torque-On-Demand®(TOD®) 技术可

提高牵引力、增加稳定性和提高汽车动力。 

 

博格华纳 (BorgWarner) 还为 F-105 提供了其他一些技术，包括适用于所有车型的定时驱动器、

适用于 5.0 升 Coyote 和 6.2 升 Boss 发动机的可变凸轮相位器，适用于加载 

Torque-On-Demand®(TOD®) 和半时分动箱的 HY-VO® 链条、适用于六速自动变速箱的摩擦

片、适用于 3.5 升 EcoBoost® 发动机的涡轮增压器。 

 

 

 

 

http://www.borgwarn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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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博格华纳 

 

博格华纳公司（纽约证券交易所代码：BWA），总部位于密歇根州奥本山市，是全球汽车动

力系统高水准零部件和系统工程领域的领导者。博格华纳属美国财富 500 强公司，在 18 个国

家或地区拥有 60 家制造和技术基地。公司客户包括大众/奥迪、福特、丰田、雷诺/日产、通

用、现代/起亚、戴姆勒、克莱斯勒、菲亚特、宝马、本田、约翰迪尔、标致雪铁龙、曼。博

格华纳网址：http://www.borgwarner.com。 

 

消息来源  博格华纳 

 

 

http://www.borgwarn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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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新闻 – 汽车新闻案例 

吉利控股集团完成对沃尔沃轿车公司的收购 

斯蒂芬·雅克布担任沃尔沃轿车公司首席执行官；新董事会亮相 
 
中国杭州和瑞典哥德堡 2010 年 8 月 2 日电 /美通社/ -- 中国发展 快的汽车制造商之一 -- 浙江

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吉利控股集团）今天宣布，已经完成对福特汽车公司旗下沃

尔沃轿车公司的全部股权收购。 
 
吉利控股集团今天同时宣布，大众汽车北美区首席执行官斯蒂芬·雅克布 (Stefan Jacoby) 将加

入沃尔沃轿车公司并接任总裁兼首席执行官一职。 
 
李书福先生表示：“对吉利来说，这是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一天，我们对能够成功收购沃尔

沃轿车公司感到非常自豪。这一瑞典世界级知名豪华汽车品牌将坚守其安全、质量、环保和

现代北欧设计这些核心价值，继续巩固和加强沃尔沃在欧美市场的传统地位，积极开拓包括

中国在内的新兴国家市场。” 
 
沃尔沃轿车公司新任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斯蒂芬·雅克布先生表示：“我很荣幸能够加入这个

极具发展潜力的著名公司。我们所有的员工、供应商、经销商，特别是我们的客户完全可以

相信，沃尔沃将继续保持其在汽车安全和创新上的行业领先地位，这一点在开辟新市场的过

程中不会改变。” 
 
交易完成之后，雅克布先生将会加入由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李书福先生担任董事长的沃尔沃

轿车公司董事会。此外，董事会还将纳入几位新成员，其中包括将担任副董事长的汉斯-奥洛

夫·奥尔森 (Hans-Olov Olsson) 先生。此前，汉斯-奥洛夫·奥尔森先生曾任沃尔沃轿车公司总

裁兼首席执行官以及福特汽车公司的首席营销官。 
 
吉利控股集团在 2010 年 3 月 28 日签署股权收购协议时宣布，同意以 18 亿美元的价格收购沃

尔沃轿车公司，其中 2 亿美元以票据方式支付，其余以现金方式支付。 
 
吉利控股集团今天为完成收购沃尔沃轿车公司开出了票据并支付了 13 亿美元现金，收购资金

来自吉利控股集团、中资机构以及国际资本市场。此 终交易价格是根据收购协议针对养老

金义务和运营资本等因素做出调整的结果。 
 
在新的所有权下，沃尔沃轿车将会保留其瑞典总部以及在瑞典和比利时的生产基地，在董事

会授权下，管理层将拥有执行商业计划的自主权。 
 
作为交易的组成部分，沃尔沃轿车与福特将继续保持密切的零部件相互供应关系，确保彼此

之间继续提供对方需要的零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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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利和福特在长达数年的接触与谈判后终于完成了收购交易，李书福和福特首席财务官路易

斯·布斯 (Lewis Booth) 共同出席了在伦敦的交割仪式，为收购的完满结束画上句号。 
 
李书福先生对福特和沃尔沃轿车管理层在交易谈判中所提供的支持表示感谢，同时还向已与

吉利建立起密切联系的工会和相关政府部门致以谢意。 
 
李先生表示：“文件的签署和收购的完成，体现了福特汽车和沃尔沃轿车高层管理人员对公

司未来的承诺，此外瑞典、比利时和中国的劳工代表以及相关国家政府部门也起到了至关重

要的作用。” 
 
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李书福先生另外补充，斯蒂芬•雅克布先生将接替斯蒂芬·奥德尔 (Stephen 
Odell) 先生，自 2010 年 8 月 16 日起正式就任沃尔沃轿车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副首席财务官汉斯·奥斯卡森 (Hans-Oskarsson) 将会替代斯图尔特·罗利 (Stuart Rowley) 担任

公司代理首席财务官。奥德尔先生和罗利先生将赴福特欧洲任职。 
 
在介绍新管理团队成员的同时，吉利控股集团今天还宣布了沃尔沃轿车公司董事会全体成员

名单： 
 

• 李书福 -- 董事长 
• 汉斯-奥洛夫•奥尔森 -- 副董事长 
• 沈晖 
• 汉肯·塞缪尔森 (Hakan Samuelsson) 
• 赫伯特•德梅尔博士 (Dr.Herbert Demel) 
• 约恩·方斯·施罗德 (Lone Fonss Schroder) 
• 霍建华 (Winnie Kin Wah Fok) 

 
除此之外，董事会还包括沃尔沃工会指定的其他三名代表。新董事会将在交易完成之际开始

履行董事会职责。 
 
关于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于 1986 年成立，总部设在中国杭州。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及其关联公司的业务涵盖汽车研发、设计、生产、销售和服务的整条产业链。作为独立综合

性汽车制造商，该集团拥有生产整车、发动机和变速器全套汽车系统的能力。今天，它成为

中国发展 快的汽车制造商之一，也是中国汽车行业领先的民营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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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联系 
 
袁小林先生 
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电话: +86-571-2813-6666 
手机: +86-1371-806-4551 
电邮: ma@geely.com 
 
蒂姆•博特 (Tim Burt) 先生 
博然思维集团 
电话: +44-20-7396-7497 
手机: +44-7834-502-497 
电邮: geely@brunswickgroup.com 
 
宁述勇先生 
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电话: +86-571-2813-6868 
手机: +86-1585-810-3555 
电邮: ningsy@geely.com 
 
安德斯•福格尔 (Anders Fogel) 先生 
博然思维集团 
电话: +46-8-4103-2181 
手机: +46-709-627-842 
电邮: geely@brunswickgroup.com 
 
消息来源  浙江吉利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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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新闻 - 航空客运新闻案例 

国航连续五年荣登“世界品牌 500 强” 

位列 快上升品牌榜第 5 位 
 
北京 2012 年 1 月 6 日电 /美通社/ -- 近日，国际著名品牌评级机构世界品牌实验室在香港召开

“2011 年总裁世界年会”，向荣获“世界品牌 500 强”的企业颁奖，国航以 478.56 亿元的品

牌价值连续五年荣登“世界品牌 500 强”，位列榜单第 345 位，较 2010 年上升 38 位，位列

快上升品牌榜第 5 位，是中国民航唯一入选企业。国航同时连续六年获得了“2011 中国品牌

年度大奖 NO.1（航空）”，并获得一项特别奖 --“2011 中国文化品牌大奖”。 
 
国航品牌形象的提升源于日益提升的综合实力和多年的倾心打造。首先，稳健部署发挥优势，

持续增强品牌竞争实力。发挥战略引领优势，努力实现内涵式发展，国航可持续发展能力显

著增强。与国泰航空合资组建货运公司强化专业化经营；控股深航枢纽网络战略取得突破性

进展；增强与星盟的合作深度提升国际竞争力，国航每一个战略部署都未雨绸缪，目光长远。 
 
其次，推进服务产品创新，积极加强品牌建设实践。国航致力于全面提升服务品质，把看似

概念化的品牌理念化作实实在在的品牌建设的具体实践。在实现服务呈现的一致性上，在全

国率先推出了服务管理体系 (Customer Service Management)（简称 CSM），确保旅客服务呈现

的一致性，逐渐形成自己的品牌特色；在全力创造一流的服务环境上，提高了引进飞机标准

进一步优化了机队结构，对现有机型进行客舱改装，进一步加大客舱餐饮产品创新和服务改

进力度，使用新型娱乐系统和便携式娱乐设备，如在核心枢纽和区域枢纽新建、扩建休息室

等；在努力建设一流的服务关系上，国航率先成立国内首家客户关系维护中心，推出全流程、

无缝隙、高品质、个性化的“管家式服务”。通过这些实实在在的举措，国航品牌旅客忠诚

度大大提升，常旅客已突破 1700 万。 
 
第三，培育先进服务文化，将品牌理念转化为行动自觉。国航倡导“只有让员工满意，员工

才能真正让旅客满意”、“只有为员工服务好，员工才能为旅客服务好”的理念。通过今年

开展的打通员工职业发展通道、关心员工工作和生活、营造和谐氛围等系列服务员工的机制、

措施，“爱服务、懂服务、会服务”逐步成为员工实现自我价值的标准和追求，“人人都是

服务员”的观念深入人心，“首问负责制”在所有窗口单位得到有效推行。服务客户、打造

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品牌已成为全体国航人的理想与目标。 
 
第四，履行央企社会责任，促进品牌综合形象提升。从日本海啸救援到利比亚撤侨，国航圆

满完成各项重大保障任务，履行央企社会责任。从成功进行国内首次生物燃油试飞到积极参

与各项公益事业，国航以一系列行动折射出服务社会、服务公益的价值观念，体现了中国载

旗航空公司的良好品牌形象。 
 

http://www.airch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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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品牌实验室 (World Brand Lab) 由 1999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蒙代尔教授 (Robert 
Mundell) 担任主席，是世界经理人集团 (icxo.com) 的全资附属机构，致力于品牌评估、品牌传

播和品牌管理，其专家和顾问来自哈佛大学、耶鲁大学、麻省理工学院、牛津大学、剑桥大

学等世界顶级学府，其研究成果已经成为许多企业并购过程中无形资产评估的重要依据。连

续 7 年发布的“世界品牌 500 强”排行榜的评判依据是品牌的世界影响力，即品牌开拓市场、

占领市场并获得利润的能力，排行榜按照市场占有率、品牌忠诚度和全球领导力等三项指标

对世界级品牌进行了评分。 
 
关于国航： 
 
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是中国唯一的载国旗航空公司，星空联盟成员。截止 2011 年 12
月，国航拥有以波音、空客为主的各型客货飞机 306 架（不含控股公司），航线 289 条，覆盖

30 个国家和地区，通过国航及星盟成员强大的航线网络，旅客可顺畅到达 181 个国家的 1,160
个目的地。 
 
“国航知音”，英文名称 PhoenixMiles，是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为经常乘机出行的商旅

客人精心设计的，一项遍及世界的里程奖励计划，“国航知音”会员数量现已突破 1700 万人。 
 
2011 年，国航连续第五年跻身“世界品牌 500 强”。了解更多信息，请登录国航网

站 www.airchina.com。 
 
消息来源  中国国际航空公司 
 
 

http://www.airch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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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新闻 - 航空客运新闻案例 

川航精耕细作  打造“大型专属服务区” 

独享双流机场 T1 航站楼 B、C 指廊 

 

成都 2012 年 7 月 24 日电 /美通社/ -- 7 月 28 日，成都双流国际机场 T2 航站楼将投入试运行。

作为成都基地主流航空公司，与其他航企进驻 T2 不同，川航以新航站楼启用为契机，选择精

耕细作，即将 T1 的 BC 指廊统一规划使用，在已有设施基础上全面扩大在 T1 的资源占有率，

加大投入升级软硬件设施，为旅客提供高效、舒适、便捷的地面乘机服务，打造易被旅客识

别的“川航大型专属服务区”。 

 

更快捷更方便  打造专属服务区 

 

T2 航站楼正式启用后，川航将独享 T1 航站楼三个指廊中的两个 -- B、C 指廊（A 指廊为各公

司国际航班共用指廊）。川航的服务区从目前的 36-46 号柜台，移至 1-23 号柜台，新增的 13

个值机柜台将为旅客提供宽松的值机环境，帮助旅客高效办理值机手续。 

 

为方便特殊旅客享受航空服务，川航将进行无障碍值机柜台改造，并在 T1 航站楼出港大厅增

设特殊旅客休息区，为旅客营造更为人性化的服务环境。 

 

此外，川航将在 B、C 指廊各建一个 150 至 300 平米的大型头等舱休息室供旅客使用。 

 

可用廊桥 20 个靠桥率高达 90%  

 

T1 航站楼国内部分由川航独家使用，川航可充分利用 T1 航站楼的廊桥资源，显著提高航班的

靠桥率，减少旅客搭乘摆渡车的不便。 

 

目前，川航航班成都进出港的靠桥率为 36.5%，随着 T1 航站楼 B、C 指廊供川航专属使用后，

高峰时段川航可使用 20 个廊桥，航班靠桥率达到 80%，而其他时段的靠桥率则能达到 90%以

上。高靠桥率不仅将提高川航成都基地的运行效率，更是为节约旅客的时间和精力。 

 

国内挨着国际 中转衔接 省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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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航之所以选择深耕 T1 航站楼，除可充分利用 T1 航站楼的软硬件资源外，还看中了 T1 在国

际国内中转上的优势。一方面，T1 航站楼整体面积相对较小，旅客步行时间较短；另一方面，

川航所在的 B、C 指廊紧靠国际厅，有利于旅客国际、国内中转。 

 

新闻链接： 

 

从成立至今，川航已经安全飞行 24 年，连续盈利 15 年。2011 年，川航实现了收入过百亿，

旅客运输量继 2010 年持续突破千万人次，基本实现战略转型，中型航空公司规模初步形成。

公司以安全为品牌核心价值，创新品牌文化，走出一条适合自身发展的经营管理路子；逐步

建立了更加科学完善的安全质量管理体系；创造更加具有“中国元素，四川味道”的特色服

务品牌；打造一支作风过硬、责任心强、技术精湛的生产运行保障队伍及管理人才队伍。川

航目前拥有空中客车飞机 68 架，为国内 大的清一色空客机队航空公司。 

 

四川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总部设在四川成都双流国际机场，同时在重庆和昆明分别设有分公司，

在杭州、三亚、北京、西安、哈尔滨等地设有过夜基地，形成覆盖全国 66 个大中城市的航线

网络，并开通有香港、台湾地区航线，首尔、马尔代夫、普吉、塞班、雅加达、胡志明、温

哥华等国际航线，形成了国际地区航线、国内主次干线、支线网络的有机组合，使“蜀道难”

变成了“蜀道易”，有力地促进了四川省西部综合交通枢纽的建设。 

 

“十二五”发展，川航将致力于建成“百架飞机、千亩土地、万人企业、产值翻番”的大平

台，构建成都门户枢纽，做强成都基地，在此基础上做宽外围，适度发展外围基地，走多枢

纽网络型发展道路，传承创新美丽文化，打造美丽品牌，成为 受西南区域主流市场欢迎，

全国 具特色化服务竞争优势，员工热爱的航空公司。 

 

消息来源  四川航空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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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新闻 – 保险业新闻案例 

平安智慧星教育金保险计划保障家庭教育储备 

西安 2012 年 7 月 5 日电 /美通社/ -- 近日，正值中国平安成立 24 周年之际，平安隆重推出智慧

星教育金保险计划，为广大少儿客户献上一份厚礼。 
 
所有为人父母者，都希望孩子能够健康、快乐地成长，接受良好的教育，达成美满的人生。

然而人生不总是一帆风顺，孩子成长过程中难免遇到各种意外和风险，为孩子购买一份保险，

提供一份保障，是许多家长的选择。不过，根据儿童的年龄、身体情况、成长环境等特点，

购买儿童保险并非求多、求全就好。理财专家指出，儿童保险应遵循保障第一、收益第二，

宜早不宜迟等原则，才能为孩子的成长提供切实可行的保障。中国平安根据多年的实践经验

积累，将一份完美的少儿险所应具备的特质归纳为以下几方面： 
 
首先，教育自主规划。学是孩子的天职，教育金的规划必不可少。一方面，教育金账户要专

款专用、长期储备、稳健增值；另一方面，由于孩子未来的教育之路存在多种可能性，教育

金还需要有一定的灵活性，客户可自主决定教育金的领取时间和金额。 
 
其次，保障灵活可调。孩子的漫漫人生中，保险保障需要因应孩子不同人生阶段风险而调整。

保额可调、保障灵活的少儿险才能满足孩子个性化的人生需求。 
 
第三，保费可以豁免。如果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发生了人身风险，会对家庭经济造成重大影

响，很可能导致孩子的保险计划无法按时按质完成。若附加了豁免保费的产品，无论投保人

身故、残疾、重疾还是孩子重疾，余下的保费就可以由保险公司代交。 
 
平安智慧星教育金保险计划让孩子闪耀未来 
 
平安本次推出的针对少儿客户智慧星教育金保险计划，其产品设计匠心独运，实现了许多人

性化的特色。 
 
第一，专属孩子的教育金。保单账户价值按月结算，设有保底利率，账户价值灵活领取，没

有手续费，客户可自主决定教育金的领取时间和金额完全符合教育金专款专用、长期储备、

稳健增值的要求。 
 
第二，教育同时兼顾保障。领取教育金后，只要账户价值剩余部分中足以支付保障成本，就

可继续享有保障。一笔投入，教育健康全准备，长远规划教育金，快速建立保障金。 
 
第三，周全保障自主搭配。通过主险和附加险搭配，提供身故保障、重疾保障、意外医疗保

障、保费豁免保障等，客户在购买一张保单的情况下就可以获得周全的保障。还可以根据孩

子不同人生阶段的不同风险自主决定保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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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身故赔付保额加现金价值。寿险产品一般情况下保额和现金价值是不可兼得的，前者

是被保险人身后留给受益人的财富，而后者则是被保险人生前退保才能拿到的部分。智慧星

不一样，被保险人身故，受益人可以同时拿到保额和现金价值。 
 
第五，人性化豁免功能，有效降低交费压力。 大限度地保障大人的交费能力。在约定的豁

免险保险期内，当投保人不幸发生合同约定的身故、残疾或重大疾病，孩子不幸发生合同约

定的重大疾病时，余下的保费由中国平安代交。 
 
第六，附加险不用单独交费。可以附加无忧意外医疗险、无忧系列豁免险及专属的智慧星附

加重疾险，保障成本从主险的现金价值账户中扣除，无须单独交费， 大程度地方便了客户。

这也是万能险区别于其它保险产品的优势之一。 
 
*  重要提示： 
本计划主险是万能保险，结算利率超过 低保证利率的部分是不确定的。 
 

*  备注： 
平安智慧星教育金保险计划由平安智慧星终身寿险（万能型）、平安附加智慧星提前给付

重大疾病保险、平安附加无忧意外伤害医疗保险 (A) 和 (B)、平安附加无忧豁免保险费重大

疾病保险 (B)、平安附加无忧豁免保险费重大疾病保险 (C) 组成。 
 
关于中国平安万能险 
 
万能险是目前国际上的风行险种，起源于上世纪七十年代的美国。2010 年，万能险在美国、

加拿大等发达国家的保费占比达 40%，稳居市场第一。 
 
中国平安一直是国内保险市场上的万能险旗舰，在致力于万能险的发展与完善的同时，也不

断升级客户服务：2009 年，承诺“信守合约，为您寻找理赔的理由”；2010 年，推出“24 小

时保单自助服务”；以及 2011 年，承诺“标准案件，资料齐全，三日赔付”。 
 
消息来源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陕西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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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新闻 – 保险业新闻案例 

韦莱-美亚研讨会探讨中国市场跨国并购和并购保险 

上海 2012 年 2 月 21 日电 /美通社/ -- 随着过去几年里并购市场受到热烈的追捧，而并购交易的

参与方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多变情况，这些无不要求他们使出浑身解数去应对。 

 

跨国保险经纪公司韦莱和领先的保险公司美亚将在 2012 年 3 月 1 日在上海共同举办一场研讨

会，针对目前中国跨国并购市场情形，以及如何通过并购保险转移方案去弥合交易双方的风

险分歧以促成交易成功进行全面解答。 

 

在收购协议中，保证条款在公司并购交易中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其有助于聚集信息并明

确分配至各保证方的法律责任范围。在几乎所有股权或者并购交易中，它们被当作一个必不

可少的风险分配工具，乃至成为该目标企业收购价格的关键决定性条件。 

 

即使在一些由十分老练并有优质专业顾问支持的金融买家参与的交易中，风险还是会经常存

在（可能因成本原因导致），比如在尽职调查和信息披露过程中一些事实问题被忽略。交易

各方通常会就这些或有风险寻求合理的分摊方法，并很有可能因此在保证条款上进行艰难地

谈判：买方会努力寻求当卖方违反保证约定时能从卖方得到 大的保护；卖方则希望把自己

所要承担的责任 小化，从而能够尽 大程度保留交易所得。 

 

并购保险旨在消除或化解收购协议中保证事项不够精确的风险，向交易各方提供保护，避免

因此风险而给交易各方带来的财务损失。同时并购保险可就一系列交易障碍提供成本有效的

解决方案。并购保险主要承保事项包括：违反载明的保证条款；收购协议中保证方需要承担

的责任；当事方以及第三方索赔及其相关的抗辩 费用；卖方欺诈（在买方保单中承保，并需

适用一些常见的除外条款）。 

 

在并购场景的不断变化的同时，近年来的并购保险产品也衍生出更复杂的产品以方便交易。

而随着认知度的提高这些也成为并购参与者在处理高端客户、协助在复杂情况下处理案件中

被广泛接受的工具。 

 

并购保险方案被更加广泛应用也反映了全球或当前市场的急切需求，客户不仅只是寻求额外

的安全解决方案，更要寻求适合自身的解决方案从而应对他们具体事件中的需求。 

 



 

- 23 - 
新闻稿写作案例书 
- 行业写作案例 

并购保险领域的领导者韦莱将与来自于 Dorsey & Whitney 和 Dewey& LeBoeuf 卓越的收购与

兼并律师，一起共同畅谈跨国并购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以及法律环境、税收和司法管辖对于并

购交易的影响。 

 

Lilian Yu 于丽 

Assistant Director 助理董事 

金融及特殊责任风险 

韦莱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中国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内大街 158 号远洋大厦 F401 室 100031 

电话： +86-10-6642-1099 ext 229 

手机： +86-13511020937 

电邮：li.yu@willis.com 

www.willis.com，www.willis.cn 

 

消息来源  韦莱保险经纪有限公司 

 

mailto:li.yu@willis.com
http://www.willis.com/
http://www.willis.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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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新闻 – 银行业新闻案例 

Polaris 荣获 佳中型银行支付基础设施项目大奖 

印度钦奈 2012 年 5 月 9 日电 /美通社/ -- 领先的全球金融科技公司 Polaris Financial Technology 
Ltd. (POLS.BO) 宣布，该公司因为阿布扎比国民银行 (NBAD) 部署的全球化国内外支付平台在

曼谷举行的 2012 亚洲银行家峰会 (Asian Banker Summit 2012) 上荣获“ 佳中型银行支付基础

设施项目”大奖。 
 
阿布扎比国民银行之前需要一个能够实现快速部署和具有未来可升级性与自动化的支付技术

平台，从而改进 STP（直通式处理）并加强客户体验。Polaris 部署了 Intellect Payments 后将支

付处理业务进行了集中化管理，并减去了分行后勤部门的工作量，从而带来了更高的协同效

应和效率。支付应用系统通过重复使用通用的基 础设施部件将来自客户或发给客户的支付业

务进行集中处理，从而使支付处理更具成本效益。该应用旨在处理所有的支付交易时，不仅

实现透明、标准的 STP 处理 和适当的自动化控制，并能够满足预期的支付政策。 
 
阿布扎比国民银行运营主管 Nigel Carrington 表示：“我们很高兴 Polaris 成为我们的技术合

作伙伴，推进银行处理支付业务的方式的全面转变。阿布扎比国民银行已经受益于更高的员

工生产力以及推出新服务的能力，并且我们在推出更多服务时，能够为未来规划更多的产品

和服务。” 
 
亚洲银行家研究副总监（科技与运营） Carol Wheatcroft 表示：“这项大奖获得者由全球杰

出的银行家、IT 顾问和学者共同评选出，并由亚洲银行家颁发，是同类奖项中 具声望的奖

项。长达三个月的严格评估从亚太区和中东地区选出了 终的获奖者。” 
 
Polaris Financial Technology Ltd. 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Arun Jain 表示：“我们很高兴能够获

此殊荣，这项大奖表彰了我们在改进金融科技方面不断付出的努力，也再次彰显了我们为市

场提供具有更佳客户体验的优质产品和服务所付出的努力，进一步加强了我们在新兴市场和

全球其它银行中日益增长的影响力。我们获得了无数的奖项和殊荣，这是我们作为金融科技

领域首屈一指的专业公司的明证。” 
 
欲知详情，请联系： 
Dwaipayan Deb 
电话：+91-99625-36442 
电邮：dwaipayan.d@polarisFT.com 
 
消息来源  Polaris Financial Technology 

mailto:dwaipayan.d@polarisF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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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新闻 – 银行业新闻案例 

法兴银行在沪参展法国周 为市民免费提供限量理财咨询 

上海 2011年 10月 19日电 /美通社/ -- 富有法兰西文化浓情的上海法国周又一次在沪拉开帷幕，

今年是上海法国周举办的第十个年头，一年一度的法国周早已成为上海人民了解法国文化、

感受法国风情的一扇窗口。在活动上人们可以欣赏法国时装、法国艺术，还可品尝法国美食

美酒等。而今年的法国周迎来了首家法国的金融机构参展，法国 大的银行集团之一 -- 法兴

银行。法兴银行是迄今为止唯一一家在华面向个人客户提供零售银行业务的法资银行，首次

参展的法兴银行将向市民展示丰富的理财产品和服务，还将为市民提供免费留学、投资理财

咨询服务等。 

 

在法国周上，市民可感受法兴银行全方位的金融服务，有赴法求学意向的学子们可更多了解

法兴的无忧留学法兰西及留学贷款服务，有投资理财需求的市民可考虑申购法兴近期推出的

结构性理财产品，成为法兴银行“尊享黑金理财”和“红钻创享理财”客户。特别值得一提

的是法兴银行前不久刚发行首张人民币借记卡，目前正值借记卡推广期内，申卡可获得多种

增值服务，如赠送开卡礼品、积分兑换保险、海外购物促销活动等。积分兑换保险包括银行

卡失卡抢夺综合保险计划、高尔夫保险计划和女性疾病保险计划，满足了不同人士的需求。

年底的购物季即将到来，持法兴银行借记卡赴时尚之都巴黎购物的人士可在巴黎几大知名商

场享受多种优惠。法兴银行的金融服务无处不体现法式服务的客户至上理念。此外，在上海

法国周期间，法兴银行为市民提供免费留学、投资理财咨询服务，将有法兴银行的专业理财

师为市民分享当前经济形势及投资建议。 

 

法兴银行早已在 2009 年在上海开设 2 家零售网点，分行分别位于浦东新区金茂大厦和静安区

威海路，凭借法兴在衍生金融工具、资产管理等方面的优势为当地客户提供多款个性化金融

服务和理财投资方案。除此之外，法兴银行还为客户提供多种增值服务和丰富的贵宾礼遇活

动，实现财富保值增值的同时享受更多法式尊贵待遇。 

 

法兴银行创建于 1864 年，总部位于在法国巴黎，是全球领先的金融服务机构。1981 年进入中

国市场成立代表处，成为首批进入中国的外资银行之一，在中国大陆地区提供商业银行及个

人零售银行业务。至今为止法兴银行已经在北京、上海、广州、天津、武汉、杭州全国 6 大城

市设立了 8 家零售银行网点。法兴银行个人零售银行推出了面向中国本地居民及境外人士的种

类齐全的金融产品和服务，涵盖了日常银行服务、借记卡、个人交易版网上银行、储蓄存款、

结构性理财产品、保险产品代理及留学、住房贷款等。 

 

http://www.societegenerale.cn/cn/index.htm
http://www.societegenerale.cn/cn/index.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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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办方介绍： 

法国兴业银行 

 

法国兴业银行是欧洲 大的金融服务集团之一。基于其全能银行模式，法兴银行集团以雄厚

资金实力推动持续发展战略，同时法兴银行致力于建设密切客户关系、锻造市场声誉、贴近

客户需求并提升服务质量和团队效能，以成为市场首选。 

 

法兴银行集团在全球 85 个国家有 15.7 万名员工*，每天要为 3300 万家客户提供服务。法兴银

行在如下三大核心业务上为个人、企业及机构客户提供咨询和服务： 

 

• 法国国内零售银行业务：主要通过法兴银行以及北方信贷银行和 Boursorama 银行开

展 

• 国际零售银行业务：即中东欧/俄罗斯、地中海地区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亚洲以

及法国海外领土的业务 

• 企业和投资银行：全球化的投资银行、融资和环球市场业务 

 

法兴银行业务也还包括专业融资和保险、私人银行、资产管理和证券服务。 

 

法兴银行为国际社会责任投资指数的成份股：富时社会责任和 ASPI。 

 

更多详情，请查阅：www.societegenerale.cn。 

* 包括北方信贷银行 2010 年收购的 Societe Marseillaise de Credit 的员工 

 

消息来源  法兴银行 

 

http://www.societegenerale.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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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新闻 – 投融资新闻案例 

嘉民日本基金获 370 亿日元五年期无追索权债的再融资 

东京 2012 年 3 月 5 日电 /美通社/ -- 嘉民今天宣布，其旗下的统一私募批发基金（“基金”）

已从五家日本领先金融机构组成的财团获得了总金额 370 亿日元的五年期无追索权融资安排。

该基金投资于日本境内 14 幢现代化的物流设施。 

 

这项新的融资安排初始期限为五年，基金可以选择将期限再延长 12 个月。融资安排由日本政

策投资银行联合三菱东京日联银行、三菱日联融资租赁有限公司、瑞穗银行和三井住友银行

共同提供。 

 

基金的投资组合由日本境内 14 幢优质的现代化物流设施组成，包括： 

 

• 361,000 平方米的可租赁面积，拥有优质的租户群和强劲的信贷状况 

• 投资组合加权平均构建年数为五年  

• 投资组合加权平均租赁届满期长达八年  

• 出租率 98% 

 

嘉民日本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Paul McGarry 表示：“我们对这次新的融资安排感到非常高兴。

日本财团提供的条款非常有竞争力，这让我们可以降低目前的利息费用，进一步增强基金的

盈利能力。以这些有吸引力的条款提供融资安排，尤其是在欧洲金融市场动荡的背景下，表

明了我们的日本平台的实力，以及我们拥有、开发和管理的现代物流企业的高品质。” 

 

更多信息，请联系： 

Mari Tokaji  

Assistant Manager  

Central Executive Goodman Japan Limited  

+81-3-6910-3341 

 

消息来源  嘉民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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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新闻 – 投融资新闻案例 

河南冰熊冷藏汽车公司获贝雅亚洲资本和 CCI 注资 

河南冰熊冷藏汽车有限公司获贝雅亚洲资本和 CCI 注资，与美国大丹公司达成战略合作关系 

 

商丘市 2012 年 5 月 18 日电 /美通社/ -- 河南冰熊冷藏汽车有限公司（冰熊）今天宣布，贝雅亚

洲资本、美国芝加哥皇冠工业公司 (CCI) 及旗下大丹公司，一家拥有 110 年历史的干货车、底

板及冷藏拖挂车制造商，已为其提供了新一轮融资。此笔资金将用于扩建冰熊在河南和上海

的制造基地并开拓新的客户群。大丹公司开辟了美国的冷藏拖挂车业务，是现今冷藏车制造

和拖挂车技术应用的领军企业。通过此次战略合作，冰熊将能借助大丹公司的全球行业资源

以及工程技术人才进一步巩固其在中国市场的领导地位。 

 

冰熊成立于 1993 年，制造于特定温度条件下运输易腐食品的冷藏保温汽车。目前，得益于其

多样化的全国性客户基地以及中国 大的销售网络支持，该公司在中国的市场份额处于领先

地位。 

 

“我们非常高兴与贝雅、CCI 和大丹公司成为合作伙伴，我们将继续致力于拓展业务，”冰

熊的首席执行官、总裁兼董事长陆鑑青先生说。“这些投资者的全球运营网络、行业资源以

及专门技术对于我们公司以及客户来说是非常有价值的。” 

 

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的冷藏供应链市场还欠发达。在中国，大多数的易腐食品，例如肉类、

水果、蔬菜、奶制品和大豆制品，不是由冷藏车运输的。据估算，由于缺乏有效的冷藏供应

链系统，中国食品腐败变质的比例高达 20-40%，年损失价值逾 650 亿美元。预期中国政府和

中国消费者不断增长的收入水平以及不断提高的食品安全需求将会推动冷藏供应链的成熟以

及冷藏车的需求增长。 

 

“我们非常激动，能与贝雅共同投资冰熊，陆总与整个冰熊团队已经在中国市场确立了领导

地位。借助于我们在冷藏车和拖车市场的领导地位，我们将会为冰熊带来巨大的资源并帮助

其充分利用中国对冷链解决方案不断增长的需求。”大丹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Bill Crown 说

道。 

 

“过去三年，我们与大丹公司及 CCI 密切合作，一直致力于寻找中国冷链行业的发展机会，”

贝雅亚洲资本合伙人 Brett Tucker 先生说道。“我们相信，大丹公司的运营和行业经验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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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在中国的实地投资和运营团队将会一道为冰熊创造重大价值。我们期待着与冰熊管理团队

共同合作，加速企业成长并扩大其市场影响力。” 

 

关于河南冰熊冷藏汽车有限公司 

 

河南冰熊冷藏汽车有限公司（冰熊）位于河南省商丘市，设计和制造冷藏车、保温车、邮政

车、军用特种车等专用车。自 1993 年成立以来，冰熊已经扩建了其位于河南的制造厂并于上

海拓展了新业务。目前，与业内同行相比，冰熊是中国领先的保温冷藏车制造商，通过其成

熟的、中国 大的销售网络，将产品销往全国。详情请访问冰熊官网 www.cn-bingxiong.com 。 

 

关于 CCI 和大丹公司 

 

CCI 是运输和食品加工设备行业众多公司的控股及管理公司。 

 

大丹公司，一家位于美国的干货运输厢式挂车和冷藏平台挂车制造商，长久以来在技术、创

新和质量方面被誉为行业领导者。公司总部位于伊里诺斯州芝加哥市，在乔治亚州萨瓦纳市

设立总办事处，其制造基地和零件配送中心呈战略性分布于美国全境。大丹公司的自有分支

机构，其独立的全线经销商及零件经销商遍布美洲，为挂车和配件产品提供庞大的销售网络。

详情请访问大丹公司官网 www.greatdanetrailers.com。 

 

关于贝雅亚洲资本 

 

贝雅亚洲资本，隶属于贝雅私募股权投资集团并为专注于投资中国的成长型基金，为中等规

模、具有巨大增长潜力的中国企业或在中国拥有重要业务和成长机会的企业提供成长型股权

资本。贝雅亚洲资本基金凭借其深厚的行业经验、资深的投资团队和广泛的运营资源为成员

公司创造价值。贝雅私募股权基金拥有一支由 60 名专业人员组成的全球化的投资和运营团队，

这些专业人员分布在美国、欧洲和亚洲。自上世纪 80 年代以来，贝雅私募股权基金投资了逾

255 家企业。贝雅私募股权投资集团是隶属于 Robert W. Baird & Co.（贝雅公司）的全球私募

股权投资集团。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贝雅中文网站。 

 

消息来源  河南冰熊冷藏汽车有限公司 

 

http://www.cn-bingxiong.com/
http://www.greatdanetrailer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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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新闻 – 化工新闻案例 

科腾高性能聚合物公司将展示 PVC 替代解决方案 

科腾高性能聚合物公司将在 2012 年 4 月 18-21 日中国上海 Chinaplas® 2012 展会及技术研讨

会上展示 PVC 替代解决方案 

 

休斯顿和上海 2012 年 4 月 9 日电 /美通社/ -- 全球领先的苯乙烯嵌段共聚物 (SBC) 生产商科腾

聚合物有限责任公司 (Kraton Polymers LLC)（与直接及间接持有子公司统称“科腾”）宣布计

划在 Chinaplas 2012（2012 国际橡胶展）上展示其 新的可循环利用环保 PVC 和无邻苯二甲

酸盐（或酯）产品。 

 

该公司亚太区销售与市场营销部副总裁 Prakash Kolluri 表示：“Chinaplas 2012 是我们展示

新环保 SBC 技术的绝佳平台，我们的这些技术为含有 PVC 和邻苯二甲酸盐(或酯)的非可循环

再利用材料提供了替代解决方案。”他总结说：“科腾的产品对性能特点和终端应用中的美

观性做了改善，同时也提高了可回收性。” 

 

科腾展示的环保产品包括在医疗、电线电缆、人造皮革以及汽车内饰搪塑成型软皮等领域的

应用。另外还有 Nexar™ 高性能聚合物和 Cariflex™ 聚异戊二烯产品。欲了解产品详情，请点

击上述链接或光临 #N1J1 号展位参观。 

 

除了展示产品，科腾的产品经理和科研人员还将在展会期间就以下创新领域开展技术研讨会： 

 

• 全新 Kraton™ SBC 聚合物和应用； 

• 使用于软皮的新型搪塑成型化合物以及人造皮革方面的应用； 

• 科腾产品在医疗和消费品领域的应用； 

• Cariflex™ 聚异戊二烯产品的应用。 

 

欲参与研讨会，请参见 Chinaplas 技术研讨会 日程了解日期和时间等详情。科腾诚邀有兴趣者

参加研讨会并前往 #N1J1 号展台参观科腾产品，和公司的产品专家直接交流。 

 

科腾不断通过技术和新资源投资拓展在中国及整个亚太地区的业务，为该地区的惊人增长提

供支持。该公司认为参加 Chinaplas 2012 是向中国及更广泛的亚洲市场展示其创新解决方案的

重要一步。欲了解科腾产品详情，请访问公司网站 www.kraton.com，或发电邮

至 info@Kraton.com。 

 

http://www.kraton.com/innovation/history.php
http://www.chinaplasonline.com/CPS12/Home/lang-eng/Information.aspx
http://www.kraton.com/products/medical/medical_applications.php
http://www.kraton.com/products/compounding/wire_cable.php
http://kraton.com/products/pdf/fauxleather.pdf
http://kraton.com/products/pdf/SlushMolding.pdf
http://www.nexarpolymers.com/home/
http://www.kraton.com/products/cariflex/cariflex.php
http://www.chinaplasonline.com/ExhibitorDB12/lang-eng/cid-140260/src-12/ExhibitorInfo.aspx
http://www.chinaplasonline.com/CPS12/Events/lang-eng/TechnicalSeminar.aspx
http://www.chinaplasonline.com/CPS12/Visitors/lang-eng/booth-N1J41/InteractiveFloorPlan.aspx
http://www.kraton.com/
mailto:info@Krat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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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腾简介 

 

科腾高性能聚合物公司 (Kraton Performance Polymers, Inc.) (NYSE: KRA) 通过其运营子公司科

腾聚合物有限责任公司及子公司开展业务，是全球领先的工程聚合物和苯乙烯嵌段共聚物 

(SBC) 生产商，这一系列产品中的化学物质由该公司在近 50 年前率先研制。SBC 是一种高度

工程化的热塑性弹性体，通过提供更强的韧性、弹性、强度、耐用性和加工性能等特性提升

众多产品的性能。该公司的聚合物广泛应用于众多领域，如胶粘剂、涂料、消费品和个人护

理产品、密封剂和润滑剂，以及医疗、包装、汽车、铺筑、屋面和鞋类产品。该公司目前向

全球 60 多个国家的 700 多个客户提供约 800 种产品，而且是唯一在四大洲都拥有生产和服务

能力的 SBC 生产商。该公司通过分布于全球的五家工厂制造产品，包括俄亥俄州 Belpre 的旗

舰工厂，位于德国、法国和巴西的工厂，以及在日本运营的合资工厂。 

 

Kraton、Kraton 图标和设计、Cariflex、Nexar 和“Giving Innovators their Edge”标语均为科腾

聚合物有限责任公司的商标。 

 

前瞻性陈述 

 

本新闻稿中可能包含描述非历史事实的“前瞻性陈述”，这些陈述通常使用“相信”、“期

望”、“估计”、“预计”、“可能”、“将要”、“意图”、“计划”或“预期”等措

辞，或涉及对战略、计划或意图的讨论。本新闻稿中的所有前瞻性陈述均基于管理层当前的

预期和估计而做出，可能包含风险、不确定性以及其它可能导致结果与前瞻性陈述中所表述

的内容产生重大差异的因素。这些风险和不确定性在提交给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以及随后在 

10-Q 表季度报告中进行更新的 10-K 表年度报告“第一部分 1A 条：风险因素”中进行了更详

细的描述。该公司提及的所有这类文件适用于各种目的。在此提醒读者不要对前瞻性表述过

分依赖。该公司不承担任何更新此类信息的义务。 

 

© 科腾高性能聚合物公司.2012 年.保留所有权利。 

 

咨询详情，请联系： 

科腾高性能聚合物公司 

媒体：Marcie Coronado，电话：+1-281-504-4975 

投资者：H. Gene Shiels，电话：+1-281-504-4886 

 

消息来源  科腾高性能聚合物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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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新闻 – 化工新闻案例 

普莱克斯中国安徽无为大型空分顺利投产 

上海 2012 年 7 月 5 日电 /美通社/ -- 普莱克斯中国位于华东安徽省无为的大型空分装置顺利投

产。该装置距离南京约 100 公里，向安徽华谊化工有限公司在安徽无为煤基多联产精细化工基

地项目供应氧气、氮气、仪表气体和工厂空气。 
 
安徽华谊化工有限公司是上海华谊（集团）公司的附属企业。上海华谊集团是中国 大的化

工集团之一，供应精细及特种化学品。 
 
这座大型单体空分装置产能达每日 3000 吨氧气，满足安徽华谊项目的工业气体需求，此外，

它还向周边市场供应液态氧、氮、氩。这些新增液体产品和普莱克斯中国在该地区的液体生

产及配送网络结合一体，进一步提高对迅速发展的当地液体市场客户的配送效率与稳定性。

这是证明普莱克斯中国为煤气化装置供应氧气能力的又一实例。煤气化装置为化工业提供原

料。 
 
“无为的这座大型空分是我们在中国建造并成功投产的又一座日产 3000 吨氧气的装置，”普

莱克斯中国区总裁何岷达博士说，“我们很高兴再一次证明普莱克斯支持大型煤化工项目的

实力。上海华谊集团安徽无为项目的发展潜力可观，我们盼望着与上海华谊继续扩展合作伙

伴关系。” 
 
普莱克斯中国简介  
 
普莱克斯中国是国内领先的工业气体供应商，总部设在上海，在国内共有 21 家独资企业和 10
家合资企业，在华员工逾 1400 人。了解普莱克斯中国公司的详细介绍，请登录 www.praxair.cn。 
 
普莱克斯公司简介  
 
普莱克斯（纽约证交所交易代码：PX）是北美和南美洲 大的工业气体生产商，亦是全球

大工业气体供应商之一，2011 年销售额达 110 亿美元。公司生产、销售和配送大气气体、工

艺气体和特种气体以及高性能表面涂料。普莱克斯的产品、服务和技术广泛用于诸如航空航

天业、化工业、食品饮料业、电子业、能源业、医疗业、制造业和金属业等等，大大提高这

些行业的生产力，并提高环保效益。了解普莱克斯公司的详细介绍，请登录 www.praxair.com。 
 
消息来源  普莱克斯（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http://www.praxair.cn/
http://www.praxai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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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新闻 – 能源矿产新闻案例 

中国石墨行业要求政府加强对石墨开采的控制 

伦敦 2012 年 3 月 6 日电 /美通社/ -- 行业领先刊物《工业矿物》(Industrial Minerals) 杂志上周发

布的一份报告显示，中国石墨生产商要求政府对石墨开采采取和稀土一样的保护措施。 

 

据《工业矿物》的研究称，中国是全球 大的石墨出产国，去年的石墨产量为 100 万吨，占全

球需求的 79%。 

 

《工业矿物》的 Simon Moores 表示：“中国在天然石墨供应方面占据垄断地位，加上全球矿

山投资力度不够，这使得石墨的供应变得十分紧缺。” 

 

作为为笔记本电脑、智能手机和电动车供电的电池原料之一（另一种是锂），石墨这种具有

战略意义的矿物的生产商近来表示，大家对石墨的兴趣高涨带来了一些破坏环境的举动，甚

至还出现了走私行为。这些生产商警告说，石墨价格自去年 1 月份以来已经上涨 140% -- 但猖

獗的非法开采却保证了石墨供应。这意味着如果采取控制措施，石墨会走和稀土一样的价格

轨迹。 

 

Moores 表示：“中国限制石墨开采的措施只有征收增值税和出口税。但他们过去的战略原料

政策将严格限制他们执行稀土这类配额计划以及其在国内经济的重定向使用。” 

 

他补充说：“一旦中国政府明白石墨在现有及新技术方面所扮演的关键角色，那么这种情况

可能会在有所改善前变得更糟。” 

 

中国于 2010 年限制稀土出口，当时的稀土产量占全球需求的 96%，价格也飞速上扬。 

 

本周，《工业矿物》的 Simon Moores 将向《泰晤士报》(The Times) 谈谈中国收紧对石墨市场

的控制的可能性。 

 

阅读《工业矿物》中国分析师 Albert Li 于 2 月 28 日撰写的这篇文章： 
China graphite producer wants government protection "like rare earths"。 

 

文章未经《工业矿物》授权不得使用。 

 

http://www.indmin.com/Article/2986323/China-graphite-producer-wants-govt-protection-like-rare.html
http://www.indmin.com/Article/2986323/China-graphite-producer-wants-govt-protection-like-rar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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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矿物》提供非金属矿物全球供需 新价格、新闻和分析，并将于 2012 年 4 月发布一份

石墨市场深入报告。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信息或预约采访，请联系: 

市场营销经理  

Chris Scarlett  

电话：+44(0)20-7779-8298  

电邮：cscarlett@indmin.com 

 

消息来源  《工业矿物》 

 

mailto:cscarlett@indmi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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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新闻 – 能源矿产新闻案例 

中盛光电为法国 4 兆瓦屋顶项目提供组件及融资服务 

中国南京 2012 年 5 月 3 日电 /美通社/ -- 全球领先的一站式太阳能电力解决方案的提供商 -- 中
盛光电日前宣布为法国多个屋顶项目提供 4 兆瓦光伏组件。 
 
该项目由法国一家著名的太阳能独立发电商 Langa 公司开发，该公司主要集中于开发法国的

大中型光伏项目。中盛光电参与了项目的组件供应以及股权投资。目前项目工程的 60%已经

并网，整个项目预计在今年 6 月底实现并网发电。 
 
中盛光电集团总裁兼首席执行官佘海峰说：“该项目是中盛在法国市场的又一个重要的里程

碑，我们不仅仅是这个 4 兆瓦屋顶电站项目的组件供应商，而且参与了项目的融资，很大程度

上展示了我们的价值。我们也期待在接下来的光伏盛宴中，能够与 Langa 公司在太阳能领域

开展更多的合作，为更多的法国朋友提供新产品及新服务。” 
 
关于中盛光电 
 
中盛光电集团是全球领先的一站式太阳能电力解决方案的提供商，本地化的营销分支机构及

办事处遍布亚洲、欧洲和北美，为全球 5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客户提供太阳能组件、太阳能追

踪系统和解决方案等产品和服务。更多信息敬请访问中盛光电集团中文网站： 
http://www.etsolar.cn。 
 
关于 Langa 公司 
 
Langa 公司是一家具有多年光伏运作经验的太阳能独立发电商，专注于为客户提供光伏系统集

方案及项目开发、项目融资、项目施工和大中型光伏电站系统的维护服务。更多信息敬请访

问 http://www.langa-solar.com/。 
 
消息来源  中盛光电 
 

http://www.etsolar.cn/
http://www.langa-sola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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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新闻 – 零售业新闻案例 

联合利华关于立顿茶叶符合国家标准的声明 

上海 2012 年 4 月 24 日电 /美通社/ -- 绿色和平组织于今日发布了关于立顿的报告。这是继 4 月

11 日其发布的《2012 年茶叶农药调查报告》后，针对茶叶中农药情况的再次发布。对此联合

利华中国声明如下： 
 
联合利华中国遵循严格的 ISO9001 质量管理体系。立顿茶系列饮品已通过 HACCP（危害分析

关键控制点）认证。联合利华中国生产的立顿茶系列饮品完全符合我国国家标准中关于农药

残留的规定，是安全和合格的产品。 
 
立顿黄牌红茶原料是百分百进口的，完全符合我国的国家标准。立顿绿茶、铁观音和茉莉花

茶系列产品原料和成品都定期送往国家权威的第三方检测机构进行检测，以确保其完全符合

我国国家标准中相关质量安全的要求。 
 
联合利华已与绿色和平组织取得联系，并希望就其依据标准、检测方法、测试结果和联合利

华这些年在可持续农业和降低农药使用方面开展的工作及取得的成果进行探讨。 
 
作为联合利华“可持续发展行动计划”的一部分，联合利华于 2010 年宣布：到 2015 年，立顿

的茶叶原料将采购自经过国际知名组织“雨林联盟”认证的可持续茶园；到 2020 年，所有联

合利华的茶叶原料都将采购自经过“雨林联盟”认证的可持续茶园。“雨林联盟”认证中已

包含了农药使用方面的严格标准和完善的管理体系。 
 
联合利华在中国正在积极推行“可持续发展行动计划”，并已经取得可喜的进展。联合利华

与“雨林联盟”及云南省政府合作，在临沧市推行可持续茶园认证。经过不懈努力，联合利

华已成功地将合作的茶企发展成为中国首家获得“雨林联盟可持续茶园”认证的茶叶企业。

目前，联合利华正在将这一行动推向所有联合利华在中国的茶叶供应商。 
 
作为一家负责任的跨国公司，联合利华对其所处社区有着长远承诺，公司将全心全意地保护

消费者的权益，用实际行动为中国更美好的未来而努力。 
 
联合利华（中国）有限公司 
2012 年 4 月 24 日 
 
消息来源  联合利华

http://www.unilever.com.cn/
http://www.unilever.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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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新闻 – 零售业新闻案例 

在华零售商排行显示：供应商对沃尔玛给予高度认可 

沃尔玛位列 Kantar Retail 零售商排行榜榜首 

 

北京 2012 年 1 月 17 日电 /美通社/ -- 近日，全球知名零售咨询公司 Kantar Retail 首次在华发布

关于零售商和制造商的 China 2011 PowerRanking 调查报告。该报告显示，通过对战略性和生

意基础共十一项指标的调查，沃尔玛以 65.5%的比例位居零售商排名首位（所有打分均来自于

行业中的互评，显示的比例为该零售商被供应商列为前三名的比例）。沃尔玛在商业战略、

增长速度和发展潜力、市场营销以及供应链运营能力等关键指标上，均领先于其他零售商。

调查结果显示供应商对于沃尔玛未来的成功充满信心。 

 

进入中国 15 年以来，沃尔玛始终坚持本地采购，与近 2 万家供应商建立了合作关系，同他们

一起成长发展；沃尔玛也在不断的学习和成长中了解中国市场，与中国经济同步成长，并通

过不断创新经营模式，增强服务顾客的能力，更好地满足中国消费者。 

 

与沃尔玛合作 13 年之久的深圳鑫荣懋实业发展有限公司，现在已经成长为国内专业的水果全

程产业链企业，与沃尔玛成为了默契、互信的商业伙伴。深圳鑫荣懋实业发展有限公司总经

理张剑回首公司发展时表示：“当时我们意识到与沃尔玛这样的国际企业合作，必须实现在

发展策略上与沃尔玛同步，而非仅限于供应链关系。沃尔玛非常重视产品安全管理，农产品

的种植、加工、运输等方面都与她的本土化战略息息相关。在这个高质量要求和本土战略的

推动下，鑫荣懋公司也开始着手建立自己的水果基地和水果加工储藏中心，保证提供来自本

地、新鲜、可靠的水果。” 

 

沃尔玛也通过提供具有全球视野的供应链平台，分享可持续发展应用的经验和优秀实践，始

终同供应商一起寻找更节约、更环保、更加可持续的发展方式。从中小型供应商到世界财富

500 强企业，越来越多的供应商从沃尔玛可持续发展项目中受到启发，反思并改进自己的生产

流程，简化包装，降低生产、运输和废品处理方面的能耗， 终减少对环境的负担。与沃尔

玛中国积极开展“绿色物流 -- 回程车”项目的联合利华对绿色供应链带来的益处深有体会。

2010 年，仅回程车项目就帮助联合利华减少了 10%运输成本；每年减少 520 次空车出行与 58

吨温室气体排放；提货及时率与电子信息表准确率高达 100%。更重要的是通过紧密的友好协

作关系、一致的供应链运营管理和有效的物流网络，与沃尔玛成功建立了双赢的合作模式。 

 

http://www.wal-martch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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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为沃尔玛 重要的市场之一，沃尔玛将继续履行对中国消费者及合作伙伴的承诺，不

断学习并与市场同步发展。同时，沃尔玛感谢供应商长期以来的支持与合作，并将坚持一贯

的“成长与共赢”原则，与供应商共同发展，分享成长。 

 

Kantar Retail China 2011 PowerRanking® 的调查于 2011 年 6 月开始，涉及 150 多个制造商和零

售商，范围涵盖了大型购物广场、超市、便利店等零售商，以及个人护理产品、副食品、杂

货、保健美容产品以及日用百货的制造商。 

 

关于沃尔玛在中国 

 

沃尔玛于 1996 年进入中国市场，在深圳开设了第一家商店。沃尔玛全球采购办公室于 2002

年设立于深圳。目前沃尔玛在中国经营多种业态，包括购物广场、山姆会员商店、社区店。

自进入中国以来，沃尔玛向中国的公益慈善事业捐款、捐物累计约 6,500 万元人民币，沃尔玛

全国员工在社会公益事业方面投入累积 20 万个小时。曾获得多个奖项，包括“ 佳雇主”、

“ 佳社区奖”、“供应商 满意零售企业”、“ 受赞赏公司”。更多关于沃尔玛的信息，

请访问公司网站 http://www.wal-martchina.com/。 

 

消息来源  沃尔玛中国 

 

http://www.wal-martch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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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新闻 – 劳动力与人力资源新闻案例 

前程无忧：实习生行为难控困扰雇主 

大错不犯  小错不少 
 
上海 2012 年 7 月 27 日电 /美通社/ -- “在百度实习 大的收获是……就能复制文档，在优酷实

习 大的收获是……能直接下载视频。在土豆实习 大的发现是在……就可以跳过 45 秒广

告。”不管是否“情况属实”， 近在论坛上广为传播的这则帖子充分展示了“乐在分享”

的互联网精神，但也显示出雇主在实习生管理上的困扰。国内 大的人力资源服务商前程无

忧（NASDAQ：JOBS）邀请 625 家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者参加了实习生的工作行为调查。 
 
调查结果有着令人乐观的一面。超过七成的企业为实习生提供了具体的工作内容和工作质量

要求。26%的企业为实习生配备了专人辅导，更有 11%的企业对实习生的经理有明确的管理要

求和业绩考核。比如：实习生的留用比率，实习生满意度等。 
 
不过，相对雇主日趋规范和谨慎的管理，实习生的行为则显然自由而随意得多。对 32 位 HR 的
追踪访问发现，具体细致的工作安排，也可能招致实习生不满而离开。甚至有实习生对企业

要求准时上班的考勤制度不满而请辞。 
 
调查发现，雇主对实习生 难管控之一的，是实习生的网络行为。实习生在企业中的工作越

来越有规划，对企业经营的参与越来越深入，这意味着企业向学生们开放的资源和信息越来

越多，但是对员工信息的保密要求，很难在实习生身上产生约束。比如，实习生们很难理解

广告对视频网站营收的意义，所以很乐意发布一些受欢迎的“秘密”。 
 
前程无忧首席人力资源专家冯丽娟说，由于实习生还不是正式“雇员”，在自我的身份认知

上更多体现出“临时”、“暂时”的员工身份，同时由于在工作选择上有着多样的可能性，

实习生对提供实习机会的雇主缺乏忠诚度。 
 
令雇主头痛的表现还包括，实习生在网上发布自己的实习体会，当然也包括发泄不满，比较

不同企业的薪酬福利水平。也由于非正式雇员身份，对实习生的行为，68%的 HR 们表示缺乏

预见性。多数企业会对工作环境的安全给予事先提示，对实习薪酬予以明确，但是对企业内

的什么信息可以对企业外的人发布，很难作出明确的限定。调查显示，77%的 HR 们认为实习

生有不妥当的信息传播行为，但好在 50%的人认为“后果不严重”。 
 
但是也正是这种不严重的后果，让认真管理更加困难。大多数 HR 表示，只能算了。 多在下

一届实习生使用时予以提前告诫。或者，请管理的经理用温和的方式和实习生沟通。事实上，

即使后果较为严重，雇主也往往难以追究。冯丽娟说，由于校园招聘成为很多知名企业一大

市场和品牌战略，赢得实习生的口碑很重要，而对实习生的严格管理很可能招致不满，再经

网络传播，影响到雇主品牌。 

http://www.51job.com/
http://www.51job.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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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前程无忧 
 
前程无忧 (Nasdaq: JOBS) 是国内第一个集多种媒介资源优势的专业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它集

合了传统媒体、网络媒体及先进的信息技术，加上一支经验丰富的专业顾问队伍，提供包括

招聘猎头、培训测评和人事外包在内的全方位专业人力资源服务。2004 年 9 月，前程无忧成

为首个、也是目前唯一在美国纳斯达克上市的中国人力资源服务企业，是中国 具影响力的

人力资源服务供应商。 
 
欲知详情，请联系： 
Angel Chen 
+86-21-6160-1888 转 7273 
Angel.chen@51job.com 
 
消息来源  前程无忧 

mailto:Angel.chen@51job.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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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新闻 – 劳动力与人力资源新闻案例 

《商业周刊/中文版》举办首届中国人力资源论坛 

-- 变革中的人力资源战略 
 
北京 2012 年 7 月 19 日电 /美通社/ -- 《商业周刊/中文版》首届中国人力资源论坛在清华大学

经管学院伟伦楼举行，此次论坛的主题为“变革中的人力资源战略”。国际知名的综合人力

资源解决方案供应商 Kenexa 为本届论坛战略合作伙伴，清华大学经管学院提供学术支持。本

届论坛邀请了来自国际著名财经媒体、非政府组织、清华大学经管学院，以及 Kenexa、毕马

威、西门子等多家国内、国际知名企业专家学者及人力资源领域专业人士，带来了关于国际

经济形势、人力资源领域的 新动态和深度分析，重新评估人力资源企业战略发展中的地位

与价值，共同讨论世界经济变局中的人力资源发展。《商业周刊/中文版》执行出版人、现代

移动数码传播有限公司副总裁暨内容总编辑于威女士，Kenexa 高管兼 Kenexa Limited 总监 
Vernon Bryce 先生，以及来自金融、制造业、商业咨询、人力资源等领域的 400 余位专家和商

业决策者出席此次论坛。 
 
此次《商业周刊/中文版》首届中国人力资源论坛的举办，正值世界经济形势处于相对动荡时

期，欧洲债务危机不断持续，世界遭遇到 20 世纪 30 年代经济大萧条以来的 大经济危机，这

场金融危机从发达国家蔓延到全世界。虽然中国经济发展速度放缓，但仍然是世界经济增长

的主要驱动因素。中国经济全球影响力日益增长，世界经济力量正在转移。国际企业通过调

整人力资源战略以应对当前经济形势的需求日益迫切；中国本土企业借鉴国际人力资源管理

经验推动国际化发展的需求不断增强。《商业周刊/中文版》自改版上市以来，秉承“国际视

野，全球商机”的理念，致力为国际企业和中国企业提供更多国际人力资源领域的先进理念

和管理方法。此次《商业周刊/中文版》携手全球 大的综合人力资源供应商 Kenexa，将国际

人力资源行业的先进理念和管理模式带到中国，旨在促进中国人力资源行业的发展，提升中

国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水平和全球竞争力。 
 
《商业周刊/中文版》执行出版人于威女士表示，当前欧洲债务危机不断持续，中国经济发展

速度逐步放缓，作为各企业战略重要组成部分的人力资源战略必将进行调整，这是每一个企

业决策者不容回避的问题。《商业周刊》始终关注人力资源领域的动态与发展，我们相信人

力资源战略与管理是企业变革发展的不竭动力，推动经济和商业发展的重要力量。每年《商

业周刊》都会推出“ 佳雇主”排行榜，不仅为是人们求职应聘、选择企业的重要依据，更

为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和发展提供借鉴和参考，促动企业建立更好的人力资源管理体系。 
 
Kenexa 高管兼 Kenexa Limited 总监 Vernon Bryce 先生认为，世界人力资源领域呈现出一种新

的趋势，传统领导力模式已经不再适应当前市场竞争的需求，可持续发展领导力模式则表现

出为更强大的力量。企业中的高效领导者应当创造高绩效的工作环境，让员工充分发挥其潜

能。企业加强员工对企业的认同、忠诚感，构建可持续性的领导力，建立员工与企业之间良

性互动，能够为企业提供可持续的发展前景。 

http://money.163.com/special/2012rlzy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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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智力碰撞环节，来自研究机构、人力资源领域专家就“领导力是天生的还是后天培养的”、

“怎样以人为本，构建企业内部的人才管理”等话题展开讨论，嘉宾们各抒己见，妙语连珠，

赢得观众阵阵掌声。现场互动环节，观众针对企业人力资源战略、企业发展与人力资源管理

等问题向嘉宾提问，嘉宾做出精彩回答，现场气氛达到高潮。 
 
关于《商业周刊/中文版》 
 
创刊于 1929 年的《商业周刊》是世界领先的商业、财经杂志，在全球 140 个国家拥有 470 万

名读者。《商业周刊/中文版》是经新闻出版总署批准的一本拥有国内刊号和强大发行渠道的

国际版权商业杂志，2011 年 11 月完成改版上市，由中国商务出版社、现代传播集团等三方联

合出版和运营。《商业周刊/中文版》拥有无可比拟的丰富内容资源，在全球 72 个国家设立 146
个记者站，2,300 多名新闻和媒体专业人员为其供稿。现代传播集团是一家国内领先的媒体集

团，其拥有庞大的本土采编团队，为《商业周刊/中文版》打造富有洞见的本土原创商业报道。 
 
关于现代传播集团 
 
现代传播集团是一间领先的传媒公司，矢志成为国际地区与大中华地区之间的文化信息平台，

主要在香港制作及销售“号外”的广告版面及在中国提供中文生活时尚杂志的制作、推广和

发行及中国杂志广告版面的销售。目前，现代传播在香港制作《号外》（一本拥有逾三十年

出版历史的杂志），并在中国制作 8 份杂志，包括《商业周刊/中文版》、《周末画报》、《优

家画报》、《新视线》、《汽车生活》、《健康时尚》、《生活》及《大都市（男士/女士版）》。

在该等杂志中，《周末画报》在发行量方面为制作 成功的杂志。作为中国少数领先全国周

刊之一，《周末画报》获得中国认可机构授出的多个奖 项与嘉许。 
 
关于 Kenexa 
 
Kenexa 是全世界 大的综合人力资源解决方案供应商，作为一家纽约交易所上市公司，在全

球五大州均设有服务分支机构与研发机构。我们致力于改善企业人力资源并丰富生活。我们

精心策划的每一次招聘、每一项测评、每一轮调研、每一份技术解决反感、每一轮领导人培

养和每一则薪酬策略都在潜移默化中陶染了生活。从 1987 年起 Kenexa 就致力于优化企业人

才，它对人才录用和人才管理解决方案的整合已影响了 1.5 亿人的生活。由于企业立足于标准，

我们也随之将能够证明我们改善了企业的可衡量成果作为了立足点。Kenexa 是业界内唯一一

家有能力将技术、服务、科学及信息化产品完美地结合在一起的人力资源外包供应商，我们

的产品和服务能够支持员工从招聘前到离职的整个雇佣周期。 
 
消息来源  《商业周刊/中文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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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新闻 – 医疗保健新闻案例 

PneumRx, Inc. 获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许可 

研究结果将用来支持 RePneu LVRC 系统的上市前许可申请 
 
加州山景城 2012 年 5 月 15 日电 /美通社/ -- 致力于促进肺病治疗创新和改进的医疗设备公司 
PneumRx, Inc. (http://www.pneumrx.com) 今天宣布，该公司已经获得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 
(FDA) 的批准，将启动一项覆盖 30 个点的关键性临床试验，以支持 RePneu LVRC（肺减容弹

簧圈）系统的一项上市前许可 (PMA) 申请。 
 
RePneu LVRC 系统是一台旨在改善肺气肿患者肺功能的微创设备，通过支气管镜技术将镍钛

诺弹簧圈植入肺部来压缩患病组织（肺减容）、修复弹性回缩力和调整肺顺应性。这项治疗

向众多肺气肿患者提供了一个肺减容术微创替代治疗方案。 
 
RePneu LVRC 已经在欧洲进行了广泛的临床研究，完成了 250 多次治疗，结果令人印象深刻。

在 PneumRx 的欧洲临床试验中，接受 RePneu LVRC 治疗的大多数患者的肺功能、运动能力和

生活质量在治疗后的 6 个月和一年内都有了明显改善，并且风险也降至 低。在所有的临床研

究对象中，74%的患者治疗后 12 个月的运动能力在临床上有了显著提高，96%的人的生活质

量有了大大改善。 
 
具体来讲，RePneu LVRC 研究对象在 62 米六分钟步行试验中的平均表现值有所提高：治疗后

12 个月的 大呼气量提高 12%；余气量下降 10%；圣乔治呼吸问卷下降 12 个点。这项欧 洲
临床试验结果已被用于支持 PneumRx 的 CE 认证，RePneu LVRC 系统自 2010 年开始已在欧洲

实现商用。 
 
事实证明，RePneu LVRC 对患有同质性和非同质性疾病的患者都具有疗效，对肺上下叶同样

有效，它对侧支通气不具有依赖性。RePneu LVRC 的安全性足以和简单的支气管镜检手术相

比，大部分的副作用都在 30 天的治疗期内发生并得到解决。患者通常在治疗后第二天就可以

出院。 
 
PneumRx 总裁兼首席执行官艾琳-麦古克 (Erin McGurk) 表示：“我们非常高兴 RePneu LVRC 能
获得试验用医疗器械豁免 (IDE) 许可，同时我们也迫切希望能将这项令人振奋的技术带到美

国。看到 RePneu LVRC 治疗能给欧洲肺气肿患者带来这么多的好处，是多么令人欣慰的一件

事，我们感到特别高兴的是能够将这些好处也带给美国这片土地上的更多患有这种衰竭性疾

病的患者。我们计划在我们的关键性试验中治疗 300 多名患者，并希望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内能

开始招募临床试验对象。我们也希望能提交这些关键性试验结果，以帮助 RePneu LVRC 系统

通过在美销售的一项上市前许可申请。” 
 

http://www.pneumr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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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neumRx 监管事务副总裁卡拉-安德森-瑞特 (Kara Andersen Reiter) 表示：“整个 PneumRx 团
队和我们成绩斐然的医师顾问团队一起，为支持 RePneu LVRC 的试验用医疗器械豁免申请和

设计出一个合适的临床试验进行了不懈努力。我们对审核我们试验用医疗器械豁免申请并与

我们一起让这份申请画上圆满句号的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团队表示感谢。” 
 
PneumRx, Inc. 简介 
 
PneumRx, Inc. 是一家正在快速发展的医疗设备公司，专注于利用微创技术治疗肺气肿的创新

产品的开发和商用。该公司是一家未公开上市公司，坐落于加州山景城。 
 
网站 www.pneumrx.com。 
 
消息来源  PneumRx, Inc. 
 

http://www.pneumr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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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新闻 – 医疗保健新闻案例 

国际 SOS 在世界防治疟疾日推出疟疾综合防治方案 

北京 2012 年 4 月 26 日电 /美通社/ -- 尽管过去 10 年间全球因疟疾而死亡的人数不断下降，然

而感染疟疾的差旅者和外派员工的数量却仍在增加*。国际 SOS 推出了疟疾综合防治项目，以

帮助企业管理员工感染疟疾的风险。 
 
在 2012 年 4 月 25 日世界疟疾防治日当天，国际 SOS 推出了疟疾综合防治项目，涵盖疟疾的

预防、控制、诊断和治疗等各方面的内容。该项目将协助企业了解疟疾的风险，预防疟疾的

准备计划，从而保护员工以实现企业关怀员工的义务和责任。 
 
疟疾仍然是世界上主要的传染病之一；每年仍有约 2.16 亿的疟疾病例，其中约有 655,000 件是

因为感染疟疾而致死的病例**。根据国际 SOS 的调查，疟疾是造成外派员工和商务旅行者因

感染传染病而死亡 主要的疾病之一。过去一年中，国际 SOS 一共进行了 45 起国际差旅者或

是外派人员因感染疟疾而危及生命的跨国转运案例，并协调安排了许多疟疾病例的治疗。每

年全球约有 30,000 名差旅者感染疟疾，对员工和企业带来巨大的健康威胁***。 
 
国际 SOS 的医疗总监 Doug Quarry 医生解释到：“疟疾完全是可以预防的，但令我担忧的是

企业员工感染疟疾的事件仍然层出不穷。在西非，某些采矿现场甚至记录到在短短一个月内

有高达 25%的员工感染了疟疾的案例。通过有目的性、综合的疟疾防治项目，企业可以落实

疟疾风险的防范工作，从而保护员工、社区和企业的声誉。” 
 
国际 SOS 的疟疾综合防治方案 
 
国际 SOS 根据实证的经验总结了一整套防治疟疾的方案，帮助企业保护员工避免感染疟疾，

并为已经受到疟疾传染的员工提供有效、适当的诊断和治疗。 
 
协助员工在其任务派遣时辨识可能面对的疟疾感染风险，并为其实施定制化的疟疾防治项目，

对于企业实现关怀员工的义务与责任至关重要。国际 SOS 与客户密切合作，帮助客户评估员

工感染疟疾的风险，从而制定出量身打造传染媒介的控制和医疗管理方案，进而减少在高风

险地区的疟疾传播。该方案有助于企业降低疟疾对员工健康、劳动生产力、业务连续性、公

司声誉和健康成本带来的影响。 
 
国际 SOS 能帮助企业： 
 

1. 了解并量化企业及其员工面临的疟疾风险； 
2. 教育员工如何有效预防疟疾； 
3. 制定并实施合适、综合的疟疾控制计划，包括传染媒介的控制措施和适当的医疗管

理； 

http://www.internationalsos.co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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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确保员工（特别是必须到疟疾高发地区工作或出差的人）能获得合适的医疗资源； 
5. 依照企业社会责任的战略，为企业提供建议并实施适当的社区疟疾控制计划。 

 
Quarry 医生还说：“国际 SOS 提供的疟疾防治项目，是根据我们 先进的、来自各领域的专

业人士所组成的庞大资源网络，并启动国际 SOS 分布全球的设施与资源制定而成的。该项目

由许多医疗和公共健康领域国际知名的专家，运用广博的咨询、商业和学术经验，来帮助企

业管理和控制疟疾威胁。通过我们的项目，有许多的客户已经成功降低疟疾病例以及疟疾带

来的经济损失。” 
 
编者备注： 
 
* 英国健康防护署数据 
** 世界卫生组织数据 
*** Loutan, L. 2003，国际抗菌制剂杂志，21: 158 
 
点击获取 新国际 SOS 疟疾综合方案宣传册。 
 
国际 SOS 简介 
 
国际 SOS（http://www.internationalsos.com）是世界领先的提供医疗和安全服务的公司，拥有

遍布全球 70 多个国家的 700 多个现场工作站，全球约 10,000 名员工，其中 1,100 名专职医生

和 200 名安全专家。 
 
我们向财富全球 500 强中 70%的公司的差旅员工、外派员工及其家庭成员提供医疗和风险计

划，预防性项目，各国当地专业技术和应急救援服务。 
 
国际 SOS 提供广泛的疟疾防治服务，包括为特定员工进行疟疾预防的培训与支持，或是为当

地社区实施整套控制疟疾传播的健康项目。国际 SOS 有超过 20 年的疟疾防治经验，并为全球

500 多个偏远项目现场提供服务，国际 SOS 能根据企业的公司政策和当地具体风险进行评估，

进而为企业提供定制化的疟疾防治计划。 
 
消息来源  国际 SOS 
 

http://www.internationalsos.com/en/files/SOS_Malaria_brochure_pgsv4.pdf
http://www.internationalso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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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新闻 – 互联网新闻案例 

中国互联网大会首次推出“名人堂” 

微软副总有望首批“入驻” 
 
北京 2012 年 7 月 24 日电 /美通社/ -- 有时候，听一场“马云们”的演讲，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看世界。距离 2012 中国互联网大会（http://2012cic.wangminjie.cn/）召开还有 53 天，主办方宣

布推出特色版块“名人堂 -- 互联网趋势论坛”，于 9 月 11 日开幕式之后举行。目前已有微软

集团全球执行副总裁陆奇、前三星移动首席产品和技术官 Omar Khan（奥马尔•汗）、Viadeo 联
合创始人及首席执行官、清华大学信息网络工程研究中心主任吴建平等国内外顶级专家、学

者达成意向，苹果、印象笔记等企业也在受邀之列。 
 
“名人堂”入驻标准：思考力、创造力、想象力 
 
互联网时代，拥有思考力、创造力和想象力，是推动产品和服务创新发展的源泉。微软集团

全球执行副总裁陆奇，是一个被认为是微软搜索引擎“Savior”的技术奇才；前三星移动首席

产品和技术官 Omar Khan（奥马尔•汗）拥有“三星 Galaxy 之父”的美誉；创立了欧洲 大商

务 SNS 网站 Viadeo 的 Dan Serfaty（邵炜棣），拥有超过 20 年的成功商业经历，是个洞悉企

业运作奥秘的商业奇才；而清华大学教授吴建平，是世界上第一位获得“乔纳森•波斯塔尔奖”

的中国科学家。此外，主办方还在大力邀请 Foxmail 之父、腾讯副总裁张小龙、印象笔记

（Evernote）CEO Phil Libin（菲尔•李宾）等嘉宾。通过他们的参与和分享，中国互联网大会

希望传播思想的力量，为参会者带来不一样的启发和触动。 
 
共享头脑 SPA，给思维充电 
 
作为 2012 中国互联网大会新增的版块，“名人堂”将不同于其它论坛，而以“名人”思想为

主要看点，与参会观众共同享受思考的乐趣。名人堂现场，Speaker 将和大家分享对某一领域

的深入思考和趋势观察；所有参会嘉宾都可以打断 Speaker 的发言提出自己的观点或疑问，台

上台下没有严格的界限；为保证现场秩序和效果，名人堂将以定向邀请的形式，约请著名专

家、学者和企业家出席，共享头脑 SPA。 
 
2012 中国互联网大会及配套展览将于 9 月 11 日-14 日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作为开幕式

之后的第一大热点，“名人堂 -- 互联网趋势论坛”将在 9 月 11 日下午上演。围绕“开放•诚信

•融合 -- 迎接移动互联新时代”的大会主题，2012 中国互联网大会的国际性和开放力度前所未

有，到目前为止，包括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三大运营商，三星、华为、TCL 等终

端企业，思科、甲骨文、高通等国外老牌软硬企业和顺丰、国航等互联网新兵都将有望亮相

本次大会。 
 
更多信息请访问 2012 中国互联网大会官网：http://2012cic.wangminjie.cn/。 

http://2012cic.wangminjie.cn/
http://2012cic.wangminjie.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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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位咨询热线：400-8982-321 
合作垂询：010-66414321-832/812/836/817/819/835 
媒体垂询：010-66414321-820/830 
微博：http://t.sina.com.cn/hlwdh；http://t.qq.com/cic2010 
 
消息来源  互联网协会 
 

http://t.sina.com.cn/hlwdh
http://t.qq.com/cic2010


 

- 49 - 
新闻稿写作案例书 
- 行业写作案例 

行业新闻 – 互联网新闻案例 

iTools 新版发布  加速移动互联网普及 

深圳 2012 年 7 月 26 日电 /美通社/ -- 由创想天空所开发的 iTools 新版于 7 月 25 日正式发布，

为移动互联网行业注入一剂强心剂。iTools 是一个苹果辅助管理软件。有别于其他类似的软件，

iTools 让苹果用户尽管在没有越狱的情况下，也可以非常方便的完成对苹果设备的信息、音乐、

铃声、电子书、图片、桌面、软件安装、互联网资源下载、系统信息的修改等工作，充分的

满足用户的各种需求。 
 
为了让更多的果粉充分利用苹果设备的潜能，创想天空经过两个月封闭开发，为果粉们带来

震撼体验。此次新版有五大亮点值得关注： 
 

• 采用低调而沉稳风格的界面焕然一新，交互更加贴近用户的使用习惯； 
• 兼容 新的 iOS6，新构建的软件架构大幅提升软件效率，管理苹果就是那么痛快淋

漓； 
• 支持多 Apple ID 账号管理下载正版软件， 新限免、 热工具、 爆游戏唾手可得； 
• 快捷浏览、自定义排序、按时排序、同步提速，相册管理就是那么轻松简单； 
• 取消状态窗口，支持多任务同时执行，苹果达人玩转苹果必备利器。 

 
在不分昼夜的 IT 圈，行业的角色乃至行内促销手段往往瞬息万变。在互联网时代，人在网络

前的时间是有限的，网站需要争夺用户有限的时间。踏入移动互联网时代，科技充分整合人

们的碎片时间，让人可随时随地获取网络信息。很多互联网的核心客户也正在往这个领域迁

移。 
 
正值一些网络从业人员在自我调侃说要“降级”进入传统行业之际，移动互联网的发展却给

了互联网一个更直接的接触用户的方式。然而，在国内，各大运营商虽已纷纷推出 3G 网络，

用户却因为资费、网速或信号等问题并不能实现全面移动互联网体验。有很多的消费者可能

使用的是智能手机，但是却不是移动互联网用户。种种原因造成了移动互联网发展的滞后。 
 
移动互联网时代，IT 行业需要角色转换还是平台融合？或许只是需要一个桥梁。 
 
作为用户加入移动互联网的桥梁，iTools 让总数超过 1000 万的 iOS 用户（平均一天 30 万的活

跃量）完成图片、信息、软件、音乐、视频等的管理，实现了从互联网到移动互联网的过渡，

以及人类与机器的良好沟通。全新的 UI 界面，具备更人性化智能操作介面、多平台资源整合

及高效运行管理，提供人类与机器畅快淋漓的交互体验，也将带动移动互联网大步迈进。iTools 
未来会继续给移动互联网带来更多的用户，推动行业的发展。 
 
消息来源  创想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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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新闻 – 半导体新闻案例 

RS 与安森美半导体签全球特许经营协议 

RS Components 因助力安森美半导体销售增长功不可没获特许经营权 
 
上海 2012 年 7 月 16 日电 /美通社/ -- 全球领先的电子与维修产品高端服务分销

商 Electrocomponents plc 集团公司 (LSE: ECM) 的贸易品牌 RS Components 公司宣布已与全球

领先的高能效电源管理解决方案供应商安森美半导体 (ON Semiconductor, Nasdaq: ONNN) 签
订全球特许经营协议。RS Components 升级为特许分销商是安森美半导体对于 RS Components 
成功推动其销售额大幅增长的正式肯定。 
 
RS Components 目前备有约 2,500 种安森美半导体提供的各类产品。作为特许经营协议的一部

分，RS Components 将进一步扩大备货范围，其中包括提供安森美半导体的 新创新产品，以

提供客户更多选择。所有产品的销售价格均具有竞争力，且提供当天发货服务。 
 
RS Components 网站上的 DesignSpark 社区拥有众多在线设计资源，能够为电子工程师提供必

要的设计支持。RS Components 成为安森美半导体的正式渠道合作伙伴也证明 RS Components
“坚持提供优质客户服务”的承诺已获得认可。这一承诺的核心在于 RS Components 成熟的

电子商务战略 -- 推动各种简化客户搜索、设计和采购流程在线方案的发展，并紧密联系供应

链的方方面面。 
 
安森美半导体全球渠道销售副总裁 Jeff Thomson 表示：“我们充分认识到 RS Components 带
给我们公司业务的价值。RS Components 清晰地了解客户需求，并且始终致力于优化流程以缩

短产品上市时间，使整个供应链受益。此次协议将强化我们的合作关系，为未来发展创造新

的机会。” 
 
Electrocomponents 全球产品总监 Chris Page 表示：“这份特许经营协议将使客户能够更轻松地

获得安森美半导体系列产品，同时也反映了各大全球领先制造商将 RS Components 作为主要

渠道合作伙伴的发展趋势。我们拥有覆盖全球的影响力，并且秉持与广大设计工程师紧密协

作，因此我们能够在 大限度挖掘供应商产品市场潜力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关于 RS Components 
 
RS Components 和 Allied Electronics 均为全球领先的电子与维修产品高端服务分销商 
Electrocomponents 集团公司旗下的运营品牌。集团利用遍布 32 个国家的运营网络，通过在线

网站、目录以及批发货柜等渠道为全球范围内的一亿多位客户提供服务，经销 2,500 家领先供

应商的覆盖电子产品、自动化和控制、测试和测量、电气和机械组件在内的 550,000 多种产品。

集团的当日订单发货量高达 46,000 多件。 
 

http://www.electrocomponents.com/
http://bit.ly/e5JV6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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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lectrocomponents 已在伦敦证券交易所上市，截至 2012 年 3 月 31 日的上个财政年度的营业收

入为 12.7 亿英镑。 
 
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我们的网站：www.rs-components.com。 
 
更多信息请见下方链接： 
Twitter: @RSElectronics  
Tweet: RS Components  
标签: #ecommerce #electronics  
RS Components on Linkedin 
http://www.linkedin.com/company/rs-components 
 
相关链接： 
Electrocomponents plc 
www.electrocomponents.com 
RS Components 
www.rs-components.com 
DesignSpark 
www.designspark.com/zh-hans/home 
 
媒体联系： 
RS Components 
Tan Soo Chun 
亚太区公关经理 
电话：+65-6391-5745 
电邮：soochun.tan@rs-components.com 
 
The Hoffman Agency 
Alice Cao  
客户主任 
电话：+21-6203-3366 
电邮：acao@hoffman.com 
 
消息来源  RS Components 
 

http://www.rs-components.com/
http://www.linkedin.com/company/rs-components
http://www.electrocomponents.com/
http://www.rs-components.com/
http://www.designspark.com/zh-hans/home
mailto:soochun.tan@rs-components.com
mailto:acao@hoffman.com


 

- 52 - 
新闻稿写作案例书 
- 行业写作案例 

行业新闻 – 半导体新闻案例 

山东首个高端集成电路产业园正式奠基 

北京 2012 年 6 月 26 日电 /美通社/ -- 6 月 25 日，具备世界级集成电路研发及生产能力的浪潮集

成电路产业园正式奠基，这是山东省首个高端集成电路产业园区。园区建成后，将形成涵盖

芯片设计研发、晶圆制造、封装测试、原材料及生产设备配套在内的较为完整的集成电路产

业链，成为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集成电路研发中心和规模化芯片生产基地。同时也为浪潮自

身在云计算核心装备 -- 服务器、存储、云端产品实现芯片级的研发、制造能力提供了强有力

的支撑。 

 

该园区总占地 295 亩，规划总投资 50 亿元，项目建成后年产 6 亿颗高端芯片，年销售收入 100

亿元，利税总额 10 亿元。其中一期为规模化高端芯片封装测试厂，建筑面积 3.8 万平方米，

总投资 7.5 亿元，预计 2013 年底竣工投产，将主要引进先进的 BGA 和倒装工艺，以封装测试 

45nm 及以下线宽先进动态随机存储器芯片和系统芯片为主要产品。 

 

浪潮集成电路产业园是济南综合保税区获得国务院批复后的第一个重大项目，将享受国家综

合保税区的各项政策，并减少集成电路原材料、产品、设备等的运输和储存成本，加快资金

流和物流的运转效率。园区建成后，将推动山东省和济南市形成完整的集成电路产业链，发

挥强大的人才、技术、资金和产业集聚效应，打造国内领先、国际先进的微电子产业基地，

加快实现山东省集成电路产业发展“三级跳”，为省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和高科技产业发展壮

大形成有力支撑。 

 

集成电路产业是电子信息产业的基础产业。早在 2009 年 8 月金融危机时，浪潮就以 3000 万元

人民币“逆市”收购奇梦达中国研发中心，跨越式拥有了世界先进水平的完整研发团队、装

备和一流的产品设计技术经验，与浪潮高效能服务器与存储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协同构筑了

与世界同步水平的集成电路研发平台。该研发中心承担了两个“核高基”重大专项 -- 高性能

低功耗动态随机存储器产品研发项目和“嵌入式存储器 IP 核开发及应用”，推出中国第一款

基于 65 纳米工艺设计的世界先进水平大容量动态随机存储器，打破了国外大厂长期以来对我

国动态随机存储器芯片市场的垄断，填补了国内产业空白。基于存储器芯片设计能力日趋成

熟和产业化需要，浪潮于 2011 年二次收购奇梦达资产，建设了我国首条高端（FBGA）存储

器集成电路封装测试生产线，在国内率先整合高端存储器集成电路设计和封测制造产业，初

步建立起包括芯片设计、芯片制造和芯片应用在内的完整的集成电路存储器产业链。 

 

http://www.inspur.com/


 

- 53 - 
新闻稿写作案例书 
- 行业写作案例 

随着云计算时代的到来，发展集成电路存储器产业尤为重要。存储器是云计算基础装备的核

心器件，对提高云计算基础装备的性能十分重要。浪潮始终坚持向产业链上游核心领域拓展，

依托浪潮高效能服务器和存储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集成电路研发设计平台，形成了与世界

同步的芯片级研发平台，并在此基础上自主研发出一系列云计算基础装备，包括 32 路高端容

错计算机、海量存储、高密度服务器、集装箱数据中心等，为构建中国自主、可控、安全的

云计算基础架构平台打下了坚实基础。集成电路园区的建设，将使浪潮在具备芯片级研发能

力的同时，进一步打造芯片级的产业制造能力。 

 

存储器是信息产业的粮食，占据集成电路产业产值的四分之一以上。我国每年的集成电路芯

片进口额高达 1500 亿美元以上，超越铁矿石和石油，成为我国进口量 大的产品。当前，少

数国外企业对集成电路核心技术的垄断态势，对我国电子信息产业、信息安全及国民经济形

成非常不利的局面。浪潮通过自主研发、并购发展存储器等高端集成电路产业，既能满足国

内日益扩大的市场需求，又能为国家信息安全提供保障，可谓一举两得。 

 

浪潮集成电路产业园的建设，将有力提升山东省集成电路产业技术创新能力，增强产业核心

竞争力，对山东省集成电路产业发展和济南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有着十分显著的经济和社

会意义，并将进一步增强中国在集成电路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为国家信息安全提供保障。 

 

消息来源  浪潮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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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新闻 – 电游新闻案例 

游卡桌游成 2012 首届桌面游戏 大赢家 

北京 2012 年 3 月 13 日电 /美通社/ -- 2012 年 3 月 10 日至 11 日，“2012 首届桌面游戏.动漫嘉

年华”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举行。游卡桌游携旗下众多桌游产品参加，包括《三国杀》在内

的多款桌面产品荣登“2011 中国桌面游戏排行榜”榜单。 

 

本次展会由中国文化传媒集团主办，国家动漫产业信息服务平台、华录文化产业有限公司和

北京朱雀文化艺术发展有限公司承办。展会以桌面游戏产业为主题，旨在向广大桌游爱好者

展示优秀的桌游作品，为国内桌游产业的各个环节提供资源对接，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桌游

产业发展之路。 

 

在“2012 首届桌面游戏动漫嘉年华”现场，主办方隆重揭晓了国内桌游行业权威榜单 -- “2011

中国桌面游戏排行榜”的评选结果。游卡桌游囊括了其中 4 项大奖，毫无悬念的成为当日 大

的赢家。 

 

“2011 中国桌面游戏排行榜”是由组委会和国内桌游知名企业机构共同设立的评奖活动，旨

在表彰优秀的中国桌游企业及产品，展现桌面游戏魅力，传播多元文化理念，打造具有民族

特色的产业品牌。“2011 中国桌面游戏排行榜”共设有九项大奖，分别是 佳桌游公司、

佳桌面游戏、 佳家庭型桌面游戏、 佳策略型桌面游戏、 佳竞技型桌面游戏、 佳聚会

型桌面游戏、 佳原创型桌面游戏、 佳教育型桌面游戏和 具潜力行业媒体奖。 

 

游卡桌游获“年度 佳桌游公司奖”；《三国杀》获得“ 佳桌面游戏奖”；《草木皆兵》

获得“ 佳策略桌游奖”；《雪地狂欢：砸蛋》获得“ 佳聚会桌游奖”。 

 

游卡桌游作为中国大陆第一家立足于桌游设计与推广的专业机构，是中国桌游产业的拓荒者、

也是中国桌游行业的引领者。08 年推出的首款原创桌游《三国杀》，经过四年的发展，风靡

全国，并向海外发展，目前全球玩家已过亿，在《三国杀》的带动下，桌游已经成为一种时

尚、一种文化，带动着整个桌游产业的快速发展。 

 

在《三国杀》之后，游卡桌游再接再厉，先后推出了多款优秀原创桌游，其中《草木皆兵》、

《雪地狂欢：砸蛋》均在“2011 中国桌面游戏排行榜”榜上有名。 

 

http://www.yokagames.com/


 

- 55 - 
新闻稿写作案例书 
- 行业写作案例 

游卡桌游在注重原创的同时，还与时尚元素相结合， 具代表性的莫过于卡通三部曲的：《阿

狸大聚会》、《悠嘻大作战》以及《雪地狂欢：砸蛋》，并获得极大成功，深得玩家的喜爱。 

 

中国文化传媒集团之 2011 年中国桌面游戏排行榜 

 

• 年度 佳桌游公司 -- 游卡桌游 

• 佳桌面游戏 -- 《三国杀》 

• 佳策略桌游奖 -- 《草木皆兵》 

• 佳聚会桌游奖 -- 《雪地狂欢：砸蛋》 

 

欲知详情，请联系： 

盛莹  

电话：+86-5863-0150 转 206 

电邮：shengying@bgyoka.com  

 

消息来源  游卡桌游 

 

mailto:shengying@bgyok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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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新闻 – 电游新闻案例 

巨人网络宣布《征途 2》 高同时在线人数突破 54.1 万 

上海 2012 年 4 月 23 日电 /美通社/ -- 巨人网络集团有限公司（纽交所交易代码：GA）（以下

称“巨人”或“公司”），是一家中国领先的网络游戏开发商和运营商。今天宣布其第二款

旗舰游戏《征途 2》的 高同时在线人数（“PCU”）已于 2012 年 4 月 22 日超过 54.1 万。 
 
巨人常务副总裁兼《征途 2》制作人纪学锋称：“我们整个研发团队都十分高兴地看到玩家给

予《征途 2》的高涨热情。在 近《征途 2》免费升级的《征途 2S》版本中，我们强化了家族

功能，并推出更多的跨区玩法，PK 与社交并重，希望能吸引更多的新玩家，如今 PCU 过 50
万，显然已经达到这一阶段目标。随着对《征途 2》的持续研发和更新，我们期待未来游戏能

在目前的基础上持续成长。” 
 
巨人董事会主席兼 CEO 史玉柱先生称：“我们十分高兴地看到《征途 2》玩家人数持续攀升，

突破 54.1 万。这一新的里程碑标志着《征途 2》作为一款网游大作持续受到玩家关注和喜爱，

是近年中国网游行业 成功的 MMO 游戏（大型多人在线游戏）之一。我们将继续专注于开

发更有创意的游戏内容，不断扩大玩家基础，期望《征途 2》的成功在近期继续推动公司业务

成长。” 
 
关于巨人网络集团有限公司 
 
巨人网络集团有限公司（纽交所上市代码：GA）是一家中国领先的网络游戏开发商和运营商

（根据中市场份额计算），专注于大型多人在线角色扮演游戏。目前巨人运营多款游戏，包

括老《征途》系列、《征途 2》、《巨人》、《仙途》、《黄金国度》和《艾尔之光》。巨人

通过其全国性的分销网络来销售玩家进入其游戏所需的预付费游戏点卡。欲知更多详情，请

浏览巨人网络集团的网站 www.ga-me.com。 
 
安全港声明 
 
此次声明包含《1933 年证券法案》27A 部分，修订版，《1934 年证券交易法案》21E 部分，

修订版，以及《1995 年私有证券改革法案》中的 “前瞻性陈述”的内容。这些前瞻性的陈述

包含以下术语，例如“预计”、“期望”、“打算”、“计划”、“或许”、“将要”、“相

信”、“寻求”、“估计”和类似表述，包括对《征途 2》未来增长的预期，对《征途 2》的

持续研发和更新，《征途 2》的成功对公司业务成长的推动等。这些前瞻性的陈述并非已为既

定的事实，而是陈述本公司关于未来事件的预期，自然其中很多都带有不确定性和控制风险。

本公司 终达到的实际结果和经济状况及其他可能与前瞻性陈述中所预期的不一致。关于其

他导致实际结果与前瞻性陈述不一致的风险和不确定因素可参见递交给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的公司年报。 
 

http://www.ga-me.com/
http://www.ga-m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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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来源  巨人网络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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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新闻 – 通讯类新闻案例 

联通与明复移动合作拓展移动搜索服务 

上海 2012 年 7 月 27 日电 /美通社/ -- 近，中国联通携手上海明复移动共同开发并运营移动搜

索业务 -- “短信 114”。短信 114，是中国联通向联通手机用户提供综合类信息搜索的服务。

搜索业务包括：天气、商家查询、知识百科、股票、航班等共 10 个频道。此次合作旨在借助

明复移动完善的技术和运营系统为中国数以亿计的联通手机用户提供信息咨询服务。 
 
该服务支持自然语言的搜索，用户可根据自然的语言组织，在任何时间，通过短信查询的方

式获得结果。短信 114 致力为用户提供及时类咨询，为日常生活提供方便。联通用户只需通过

手机短信编辑搜索内容，发送至服务号码“114”，即可获得精确的搜索结果。目前该服务已

经在辽宁地区开通试点，不久将会向全国推广。 
 
从用户角度来说，随时随地进行搜索无疑能够给用户带来便捷。移动搜索是既实用又便捷的

移动应用，也能让人快速接受，它将会变成更多手机用户的一种生活习惯。同时，它对终端

用户的价值也非常巨大。庞大的手机市场规模以及手机应用的普及，使得移动搜索市场生机

盎然。现在，移动搜索正朝着多样化发展。传统桌面互联网搜索模式已经很难满足用户的特

定需求。对于移动搜索，未来的发展趋势将会变得更加贴切及本地化。 
 
随着科技的高速发展，手机已成为信息传递必不可少的设备之一，移动搜索也以成为一种获

取信息资源的主流方式。据艾媒咨询的报告显示，2011 年中国移动搜索用户达 2.4 亿人，渗透

率为 66.7%，预计到 2012 年底用户总量将达到 3.1 亿人，由此可见，移动搜索已经到了一个快

速发展阶段，移动搜索市场的巨大潜力已不言而喻。 
 
明复移动作为中国移动搜索舞台和领航者，始终致力于满足中国的移动用户需求。明复移动

自 2005 年推出手机搜索引擎，为中国 10 亿无线用户提供移动搜索服务，并为在中国的广告客

户、品牌企业和中小企业提供领先的移动广告解决方案。明复移动利用其自然语言搜索技术

的优势，已经形成了以 SMS 搜索为核心的包括 WAP、IM 以及语音搜索等构成的移动搜索业

务体系，为用户提供随时随地的手机搜索服务。明复移动在 08 年被北京奥组委指定的 2008
北京奥运会移动 WAP 官方网站的手机搜索服务提供商 09 年中国移动正式挑选明复移动为其

战略合作伙伴；明复移动在和中国电信合作的智能搜索项目中，业务流量在 2011 年的就一举

突破了 1 亿。明复移动在未来移动搜索领域将继续发挥其自然语言搜索技术的优势，进一步向

语音搜索领域深入和拓展，进一步加深同运营商、终端厂商、广告主等产业链多方的合作。 
 
消息来源  明复移动 
 

http://www.chinaunicom.com.cn/
http://www.minfo.com/
http://search.iresearch.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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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新闻 – 通讯类新闻案例 

联芯推出 2 千万像素双核 A9 智能手机芯片 

上海 2012 年 5 月 10 日电 /美通社/ -- 5 月 10 日，联芯科技在其第四届客户大会上，发布双核 

Cortex A9 1.2GHz 智能终端芯片 LC1810，发力多媒体智能手机市场。与目前市场普通千元智

能机相比，搭载该芯片的同价位手机性能将更为出色，包括采用双核 ARM Cortex A9，1.2GHz 

主频并支持 HDMI1.4a 高清多媒体接口，“豪华配置”直接刷新 TD 多媒体智能机标配水准。 

 

目前市场上千元智能手机主要以单核 A9 或者 A5 1.0GHz CPU，Android2.3 操作系统为主，视

频编解码能力大部分在 720P 以下。“此次我们发布的 LC1810 智能终端芯片，将主打双核 A9 

以及 Android 4.0 操作系统，并支持 1080P 视频编解码，”联芯科技副总裁刘积堂表示，“基

于高性能的芯片方案配置，我们的客户将会使目前千元智能机用户的使用体验推进至一个全

新的境界，加快消费者进一步向智能终端阵营倾移。” 

 

除双核 Cortex A9，1.2GHz 主频配置外，此次联芯科技发布的 LC1810，采用 40nm 工艺，具

备下行 4.2Mbps/上行 2.2Mbps 的 TD-HSPA+承载能力，支持 Android 4.0 操作系统，同时集成

双核 Mali400 3D 处理单元，能流畅运转众多大型游戏，比如 Asphalt 5、不朽的神迹、愤怒的

小鸟、水果忍者等。在数据处理速度、多任务工作能力上，均有出色表现。 

 

精准定位中国移动多媒体智能机市场，是 LC1810 芯片方案的突出亮点。基于该款方案开发，

智能终端 LCD 可以呈现 高分辨率为 WXGA 的高清视觉体验，通过 HDMI1.4a 接口还能无缝

连接 TV 播放 3D 精彩视频，同时兼具 2000 万 ISP 照相能力，具备 1080P 高清摄像等出色多

媒体性能，并支持双摄像头 3D 录像，为用户带来高品质专业级摄影和照相体验。 

 

值得一提的是，L1810 方案配套提供完整的中国移动定制业务，支持 NFC、CMMB、WLAN、

GPS、BT、各类传感器等丰富外设，全面满足中国移动入库指标要求，帮助手机厂商用 小

的研发投入，高效率的实现智能手机中家庭影音娱乐应用的开发，大幅缩短产品上市周期。 

 

在实现精彩多媒体功能的同时，LC1810 芯片方案还支持双卡双待双通，与传统双卡双待智能

手机方案采用两套芯片组的架构实现不同，LC1810 芯片仅仅加一个 GSM RF 收发器的方式，

即可提供双卡双待（T/G+G）双通。相较于传统组合方式，芯片集成度大幅提高，也降低了双

待终端的成本和功耗，为终端厂商开发差异化的双待机提供了有利支撑。基于这款芯片解决

方案，终端厂商可以开发出千元多媒体智能手机。 

 

http://www.leadcoretec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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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C1810 平台通过 USB HSIC 高速通信接口，与联芯科技自身的纯 LTE Modem 芯片 LC1761L 

无缝适配，直接提供完整的 TD-LTE/LTE FDD/TD-HSPA/GGE 多模双待 LTE 智能机解决方案。 

 

媒体联络人： 

王蓓蓓 

+86-21-31271000-7529 

wangbeibei@leadcoretech.com 

 

消息来源  联芯科技有限公司 

 

mailto:wangbeibei@leadcoretech.com


 

- 61 - 
新闻稿写作案例书 
- 行业写作案例 

行业新闻 – 电脑电子新闻案例 

中国中产阶级钟情电子产品 

中国中产阶级钟情电子产品，网络零售的“完美风暴”即将降临 

 

芝加哥 2012 年 7 月 16 日电 /美通社/ -- 随着中国国力增强，经济日益繁荣，一个全新的中产阶

级已经兴起，以中国消费者为代表的“东方商机”也已众所皆知。各大品牌将有更多机会去

适应这个新兴阶层的品味和爱好。英敏特 (Mintel) 新发布的中国新兴中产阶级研究报告显

示，科技的蓬勃发展造就了网络零售的繁荣。97%的中国中产阶级消费者目前拥有智能手机，

96%拥有计算机 -- 50%拥有信用卡 -- 只有 5%的群体不打算在来年购买任何奢侈品 -- 厂商们的

“完美风暴”正在酝酿之中。 

 

中国新兴中产阶级对小电子产品很着迷，并且有足够的购买力。96%的中产阶级群体目前拥有

电脑，90%拥有数码相机或摄像机。排名前五的小电子产品是台式电脑（88%）、高清电视（83%）

和 DVD（70%）。虽然 3D 电视的拥有率 低，但仍有约四分之一（26%）的中国中产阶级消

费者拥有一台。值得注意的是，调查中没有任何调查对象声称不拥有任何上述所列的小电子

产品。不过变化 大的依然是智能手机，有 97%的中产阶级拥有。 

 

约一半（43%）的中国中产阶级消费者目前拥有一张信用卡，52%拥有一张以上的信用卡。不

过，虽然中国中产阶级在地产、汽车、消费项目及节假日方面有所支出，总体依然很节省。

事实上，英敏特 (Mintel) 研究表明，77%的中产阶级群体在过去的三个月中增加了储蓄，50%

计划在未来三个月中增加 储蓄 -- 只有 7%的群体声称不打算增加储蓄。 

 

英敏特 (Mintel) 中国首席市场策略师 Paul French 说：“技术繁荣促进了目前零售市场的变革，

中产阶级在电子商务方面的消费猛增，这主要是由于中产阶级拥有网络、智能手机、信用卡

来购买商品。如今实体店和网店都迎来了发展机遇，零售市场正在从一线城市向外延伸，带

来了全国范围的发展机遇。而对以中产阶级为目标客户的品牌来说，市场已经扩张到全中国，

各地都有潜在消费者。” 

 

中国的白色和棕色电器市场近年来也在蓬勃发展。这点可以从过去 3 个月购买家电的中国中产

阶级数据中看出来，有 39%购买了棕色电器，42%购买了白色电器。数据也显示中产阶级渴望

拥有小型电子产品，有一半以上（53%）的中产阶级打算在未来三个月中购买棕色电器，43%

打算在相同时期内购买白色电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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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该行业面临的主要障碍一直是信用卡的拥有率比较低。中国中产阶级以往不爱借贷，但

现在已有多种贷款形式，如教育贷款、汽车贷款、装修贷款，当然还有抵押贷款。因此，信

贷不再让人避之不及。 

 

尽管过去信贷是零售商鼓励消费需要克服的一个障碍，英敏特 (Mintel) 的研究表明，现在 43%

的中国中产阶级消费者拥有一张信用卡，52%拥有一张以上的信用卡。 

 

Paul 继续说：“在过去，电子商务行业面临着两大障碍，一是如何让消费者相信产品是真货

而不是假货，二是怎样提高信用卡拥有率。如今，中产阶级用信用卡来支付所买的产品，而

且有信心辨别产品是否是假货。在电子商务行业初期，网上赝品及盗版奢侈品销售限制了电

子商务的发展，并使消费者不相信电子商务交易。现在，主要在线电子零售商已经开始与品

牌合作，从其平台上消除赝品。” 

 

中国中产阶级旅游澳大拉西亚的热潮 

 

调查还显示，只有 5%的中国中产阶级不准备在第二年购买奢侈品。中产阶级来年购买的奢侈

品主要倾向于以下几个类别。67%的中产阶级欲投资豪华的衣服，60%的投资衣服和鞋袜，58%

投资珠宝和手表，45%的投资电器，还有 28%的人申明他们准备购买豪华家具和家电，五分之

一（21%）的人投资轿车和摩托车，以及 14%的人购买豪华品牌铅笔。海外购物倾向十分明显，

只有 6%的人说他们在国外旅游时没有购买任何奢侈品，这说明海外奢侈品购物市场前景十分

广阔。 

 

Paul 说：“中国消费者在全球的消费能力已成为了传奇。中国人到国外旅游进行消费，并进

行套利交易 -- 特别是国内高收税的产品，如奢侈产品等，这已成为全球零售和消费的新主题。” 

 

澳大拉西亚 能吸引中国中产阶级游客。去年，40%的消费者选择在这里度假。其中 35%曾经

到过澳大利亚，19%去过新西兰。其次吸引中国中产阶级的是欧洲。去年，37%的消费者选择

在欧洲度假。法国在欧洲各国中排行榜首，旅游团队中有四分之一（25%）的旅客 终选择去

法国旅游，紧跟其后的是英国，有 22%的旅客选择去了英国。与此同时，高达 32%的消费者

选择了去北美旅游。 

 

Paul 后说：“中国中产阶级在九十年代末开始真正萌芽，成为新生群体。白领雇佣市场不

断壮大，城市化建设持续，十年间薪资上涨，同时，住房市场得以开放，加上中国整体经济

增长持续，诞生现今的中产阶级。这些白领中产阶级住在大都市，受过高等教育，他们是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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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国内零售消费市场蓬勃发展的主要动力。中产阶级迅速壮大，消费品位不断提高，这就使

品牌奢侈产品市场和中间市场越来越壮大。” 

 

2012 年，中等收入家庭（消费者为城市居民、白领。他们的家庭总收入约为 9000 到 30000 美

元的群体）大约有 3000 万个，占中国城市家庭总数的 14%，人数约为 1 亿左右。 

 

消息来源  Mint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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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新闻 – 电脑电子新闻案例 

ADI 推出双通道、高性能模数转换器 

北京 2012 年 7 月 13 日电 /美通社/ --Analog Devices, Inc. (NASDAQ: ADI)，拥有逾 47 年历史的

全球领先高性能信号处理解决方案供应商及数据转换器市场份额领先者*， 近推出双通道、

高性能14 位、125 MSPS模数转换器AD9645，其总功耗比竞争解决方案低 22%。除了高速、

宽动态范围、低功耗、高性价比和功能灵活等特性之外，AD9645 ADC采用 5 mm × 5 mm封装，

所占面积比 有力竞争产品还节省 30%。新款转换器满足 新的 3G和 4G多标准蜂窝通信基

础设施，如 CDMA2000、WB-CDMA、LTE、TD-SCDMA、多载波 GSM 等的高性能和小尺寸

要求。其他主要应用包括电池供电的手持式仪器、示波器和便携式医疗设备。  

 

双通道模数转换器 AD9645 以 125 MSPS（每秒百万采样）的采样速率工作时，每个通道的功

耗仅 122 mW；在 70 MHz 输入下，SFDR（无杂散动态范围）性能为 91 dBc。中频采样范围

高达 200 MHz，该器件设计用于多模式数字接收机架构。此外还提供引脚兼容的双通道 12 位

产品 AD9635，从而能够实现 20 MSPS 到 125 MSPS 采样速率的 12 位与 14 位转换器之间的轻

松移植。 

 

• 下载数据手册和申请样片：  

AD9645 14 位双通道 ADC：http://www.analog.com/zh/pr0713/ad9645 

AD9635 12 位双通道 ADC：http://www.analog.com/zh/pr0713/ad9635 

 

• 更多有关产品信息，请致电亚洲技术支持中心：400 6100 006, 或发送邮件

至 china.support@analog.com， 也可点击 ADI 官方微博http://weibo.com/analogdevices，

或通过手机登录 m.analog.com 或 www.analog.com 了解 新产品等信息。 

 

• 更多 ADI  产品及应用视频，请访问：http://videos.analog.com/category/chinese/ 

 

AD9645 双通道模数转换器采用多级、差分流水线架构，并集成了输出纠错逻辑。AD9645 采

用 32 引脚 LFCSP 封装，符合 RoHS 标准，额定温度范围为-40 摄氏度至+85 摄氏度工业温度

范围。这款双通道 ADC 提供节省空间的串行 1.8 V LVDS 数字输出，每通道两路。 

 

14 位高速 ADC AD9645 主要特性： 

 

• 信噪比 (SNR)：74.3 dBFS（fIN 高为奈奎斯特输入频率；125 MSPS 采样速率） 

http://www.analog.com/zh/pr0713
http://www.analog.com/zh/pr0713/ad9645
http://www.analog.com/zh/pr0713/ad9645
http://www.analog.com/zh/pr0713/ad9645
http://www.analog.com/zh/pr0713/ad9635
http://www.analog.com/zh/pr0713/ad9645
http://www.analog.com/zh/pr0713/ad9635
mailto:china.support@analog.com
http://weibo.com/analogdevices
http://www.analog.com/
http://videos.analog.com/category/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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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效位数 (ENOB)：12（fIN 高为奈奎斯特输入频率）  

• 无杂散动态范围 (SFDR)：91 dBc（fIN = 70 MHz） 

• 出色的直流线性度： 

差分非线性 (DNL)：+/- 0.65 LSB（典型值） 

积分非线性 (INL)：+/- 1.5 LSB（典型值） 

 

报价、供货与配套产品 

 

产品  样片供货  全面量产  采样速率(MSPS)  千片订量报价  封装  

AD9645 双通

道 14 位 

现在 现在 125 
80 

$51.99/片 
$27.99/片 

32 引脚 LFCSP 
5 mm X 5 mm 

AD9635 双通

道 12 位  现在 现在 125 
80 

$29.49/片 
$18.69/片 

32 引脚 LFCSP 
5 mm X 5 mm 

 

推荐 AD9645 使用的驱动放大器 

 

• 针对差分 RF/IF 输入，推荐使用超低失真差分放大器 ADL5562 

• 针对直流耦合输入，推荐使用 ADC 驱动器 ADA4927-2 或 ADA4938-2 

 

推荐 AD9645 使用的时钟驱动器 

 

• 如需低抖动性能，推荐使用 AD9510、AD9511、AD9512、AD9513、AD9514、AD9515 

系列时钟分配解决方案 

• 欲获得更多支持，请通过中文技术论坛 EngineerZone™ 联系工程师和 ADI 产品专

家：http://ez.analog.com/community/data_converters/high-speed_adcs。 

3

 

关于 ADI 公司 

 

Analog Devices, Inc.（简称 ADI）将创新、业绩和卓越作为企业的文化支柱，并基此成长为该

技术领域 持久高速增长的企业之一。ADI 公司是业界广泛认可的数据转换和信号处理技术

全球领先的供应商，拥有遍布世界各地的 60,000 客户，涵盖了全部类型的电子设备制造商。

作为领先业界 40 多年的高性能模拟集成电路（IC）制造商，ADI 的产品广泛用于模拟信号和

数字信号处理领域。公司总部设在美国马萨诸塞州诺伍德市，设计和制造基地遍布全球。ADI

公司被纳入标准普尔 500 指数（S&P 500 Index）。欲获知更多信息请访

问：http://www.analog.com/zh/pr071 。 

http://www.analog.com/zh/pr0713/ad9645
http://www.analog.com/zh/pr0713/ad9645
http://www.analog.com/zh/pr0713/ad9635
http://www.analog.com/zh/pr0713/ad9635
http://www.analog.com/zh/pr0713/adl5562
http://www.analog.com/zh/pr0713/ada4927-2
http://www.analog.com/zh/pr0713/ada4938-2
http://www.analog.com/zh/pr0713/ad9510
http://www.analog.com/zh/pr0713/ad9511
http://www.analog.com/zh/pr0713/ad9512
http://www.analog.com/zh/pr0713/ad9513
http://www.analog.com/zh/pr0713/ad9514
http://www.analog.com/zh/pr0713/ad9515
http://ez.analog.com/community/data_converters/high-speed_adcs
http://www.analog.com/zh/pr0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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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市场研究公司 Databeans, Inc.的市场研究报告“2012 年模拟市场”吗，ADI 公司在全球

数据转换器市场中处于领先地位，占据 48.5%的市场份额，超过排名其后的 8 家竞争对手的市

场份额之和。 

 

欲订阅ADI新闻资料，请访问： 

http://www.analog.com/zh/pr0713/news。 

 

欲订阅ADI公司的每月技术杂志 Analog Dialogue（模拟对话），请访问： 

http://www.analog.com/zh/pr0713/analogdialogue。 

 

消息来源  ADI 

 

http://www.analog.com/
http://www.analog.com/zh/pr0713/news
http://www.analog.com/zh/pr0713/analogdialog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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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新闻 – 软件类新闻案例 

私密社交软件“享说”正式上线 

北京 2012 年 5 月 8 日电 /美通社/ -- 5 月 2 日，联络（北京数字天域公司）研发的私密社交新品

“享说”for iPhone V1.0 版本在 App Store 正式上线。与此同时，“享说”Androld 版本也同步

在各大安卓商店上线，继续延续联络出品一贯的全平台产品路线。除技术层面，“享说”的

产品形态延续私密社交应用概念，突出生活场景的真实还原与分享，在产品设计层面进行了

大胆尝试。 
 
“享说”是一款 真实还原生活场景的移动互联网私密社交软件，以时间轴展示个人实时生

活情境，与朋友共同分享生活，打造纯私人社交圈。“享说”以与朋友分享心情为核心，用

户可以通过软件发布状态、照片、位置等展现个性化生活轨迹，并与朋友展开互动分享。除

此之外，“享说”还集合了照片滤镜和涂鸦版模块：照片滤镜模块提供多达 10 种以上的 LOMO 
效果供用户个性化选用；涂鸦板模块更是本应用的一大亮点 -- 用户可以在自己的涂鸦板里绘

制自己喜欢的涂鸦内容并分享，使用户之间实现创作交流。 
 
自 2007 年，联络的产品领域由通讯录切入到近两年主线的私密社交，并把旗下所有产品归纳

到“联络”这个主品牌身上，实现了在社交产品市场定位的转变。2011 年初，联络把私密社

交纳入主线产品研发计划，并于当年 7 月正式发布“联络圈”，是当时市场上 早、形态 完

整的私密社交应用，立即引起了业界关注。在运营一年后的今天，随着细分市场的成熟，用

户对私密社交概念的需求日益增强，联络圈运营状态一直保持良性发展，加上海外同类产品

市场的成功，私密社交概念日益火爆，成为当今 火力集中的应用市场之一。 
 
联络自“联络圈”运营的实践以来，一直在分析用户对于真正的私密社交产品的需求。目前

所有的社交应用中对真实生活场景的还原度比较差，这是部分产品缺乏粘性的根本原因之一。

“享说”在这个点上着力强化，务必使私密社交应用成为真实融入生活和分享的平台。 
 
“享说”的上线，不仅让用户多了一个私密社交工具的选择，更是私密社交应用一次多维度

的尝试，为整个市场注入了更多活力。 
 
欲知详情，请联系： 
昃媛 
北京数字天域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zhaiyuan@haolianluo.com  
+86-10-6591-8368 转 823 
 
消息来源  北京数字天域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http://www.haolianluo.com/
mailto:zhaiyuan@haolianlu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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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新闻 – 软件类新闻案例 

微创软件张河涛当选服务外包杰出人物 

南京 2012 年 6 月 28 日电 /美通社/ -- 由商务部中国服务外包网主办的“2012 中国服务外包年

度杰出贡献人物”颁奖典礼日前在南京举行，上海微创软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微创

软件”或“公司”）总裁张河涛先生凭借近年来微创软件的骄人业绩和良好的业内口碑，从

众多强劲的竞争对手中脱颖而出，成功当选。此外，获得本年度服务外包杰出贡献人物殊荣

的还包括：微软亚太研发集团战略合作与外包事业部总监钟声、中软国际有限公司董事局主

席兼 CEO 陈宇红、文思创新董事长兼 CEO 陈淑宁和软通动力董事长兼 CEO 刘天文等。 
 
每年一度的中国服务外包年度杰出贡献人物评选秉持公正、公平，树立产业标兵，宣传产业

先进的宗旨，整个评选过程分为网络投票阶段和综合评分阶段，全面考察每个候选人的业绩

和表现，以得出 终的结果。该奖项着重关注候选人所在企业的实际业绩，是业内认同度

高、社会反响 好的奖项之一。而张河涛先生在担任微创软件总裁期间，公司营业收入年均

增长率超过 30%，并于 2011 年一举突破 8 亿元，同时在北美、日本和欧洲大力拓展新业务，

员工人数达到 4000 人。在他的努力下，公司连续获得“服务外包全球百强企业”、“中国服

务外包百强成长型企业”等一系列荣誉。正是这样出色的业绩才得到了业内各界人士和评委

的一致认同。 
 
此外，微创软件凭借在企业规模、人均产值、离岸业务、规模增长和研发创新等多方面的综

合实力，再次位列 2012 年度“中国服务外包百强型成长型企业”榜单第一名。这些荣誉和奖

项的获得不仅仅是对张河涛先生和微创软件全体员工的认可，同时也是对微创软件未来发展

的鼓励，也必将成为微创软件更加严格要求自己，不断提升自身的动力。 
 
关于微创软件 
 
上海微创软件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2 年，是中国领先的信息技术外包和业务流程外包服务

提供商也是微软全球技术支持中心在华 大的服务外包提供商。公司全球共设有 13 处主要的

运营中心，交付网络涵盖亚洲北美以及欧洲的多个国家。目前，微创拥有近 4000 名经验丰富

的技术专家，服务领域涵盖高科技、电信、医药、贸易、制造业、零售和分销等，他们深谙

各行业运作经验，随时准备与客户一起追求更加卓越的绩效。 
 
如需更多微创软件的信息，请访问 http://www.wicresoft.com。 
 
消息来源  上海微创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wicresoft.com/
http://www.wicresof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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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新闻 – 硬件类新闻案例 

 

LSI 推出下一代 Axxia 网络加速卡 

易于部署的解决方案，提升企业和云数据中心网络性能 
 
北京 2012 年 5 月 8 日电 /美通社/ -- LSI 公司（NYSE: LSI）日前宣布推出用于加速企业和云数

据中心关键网络任务的 Axxia® 网络加速卡 AXP3420。AXP3420 卡可直接插入标准的 PCIe® 插

槽，用于加速应用识别和安全等网络功能，同时可提升服务器和网络设备的网络性能。 
 
AXP3420 能够卸载主机处理器的网络功能，提升性能，降低功耗，并提供重要的“智能化”

功能，以确保数据中心网络设备满足社交网络、移动宽带和企业应用造成的网络流量增长需

求。 
 
AXP3420 可提供以下功能： 
 

• 为服务器和 x86 网络设备提供易于部署的高性能网络加速功能。 
• 通过卸载复杂的网络任务，实现确定、可预测的数据中心网络性能。 
• 快速软件开发，提供支持应用识别、安全性和其他实用网络功能的生产就绪型软件。 
• 与全系列 Axxia 通信处理器和网络加速卡实现软件兼容。 

 

LSI 网络组件部市场营销副总裁 Noy Kucuk 指出：“数据中心管理员和架构设计人员必须满足

视频和云服务等各种应用带来的流量增长需求。Axxia 网络加速卡能实现即插型网络性能提

升，使客户在无需添加服务器或其他硬件的条件下通过低成本的方式加速网络性能。” 
 
AXP3420 卡采用 Axxia 处理器，并搭配专用的硬件加速器，用于提升深度数据包检测、流量

管理和其他关键网络功能的性能。客户可以利用与加速卡配套提供的众多应用开发套件来定

制加速卡，以满足网络控制、监控、应用识别、安全性和虚拟专用网等不同需求。Axxia 开发

套件还允许制造商根据具体的应用要求对加速卡进行定制化。 
 
IDC 的研究经理 Abhi Dugar 指出：“随着全球网络流量的不断增长，市场对灵活、可扩展的

功能卸载解决方案的需求也随之水涨船高。OEM 厂商可利用 Axxia 网络加速器便捷地提高网

络性能，为网络嵌入智能化功能，从而更加高效地提供下一代服务。” 
 
Vineyard Networks 的 CEO Jason Richards 指出：“我们能够将高度复杂的电子签名和工具系列

与 LSI® Axxia 网络加速器 AXP3420 方便地集成在一起，推出用于满足客户网络流量分析需求

的高性能应用识别产品。” 
 

http://www.lsi.com/
http://www.lsi.com/products/networkingcomponents/Pages/AXP3420.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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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SI AXP3420 加速卡预计将于 2012 年第三季度面向 OEM 厂商推出。Interop 贸易展示会将于

5 月 6 日至 10 日在拉斯维加斯举行，届时请莅临 LSI 展台（展位号：Surf B），了解关于 AXP3420 
和 LSI 网络和存储解决方案的更多信息。 
 
如欲了解 LSI 及其产品的更多信息，欢迎访问以下网址：www.lsi.com。 
 
关于 LSI  
 
LSI 公司 (NYSE: LSI) 设计的半导体组件和软件可用于提高数据中心和移动网络的存储性能和

网络速度。我们的技术是高度智慧的结晶，是加强应用性能的关键所在。同时，我们积极与

合作伙伴开展协作，共同开发解决方案以更好地将我们的技术应用其中。如需了解更多详情，

请访问：www.lsi.com。 
 
LSI 与 LSI 徽标设计以及 Axxia 均是 LSI 公司的商标或注册商标。 
 
所有其它品牌或产品名称可能是其各自所有者的商标或注册商标。 
 
消息来源  LSI 公司 

http://www.lsi.com/
http://www.ls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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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新闻 – 硬件类新闻案例 

佳能在京启动“助力 SOHO 行动” 

佳能在华加强品牌商务转型，力拓中小企业市场 
 
“助力 SOHO 行动”激光打印机交付仪式在京举行 
 
北京 2012 年 6 月 6 日电 /美通社/ -- 佳能（中国）有限公司今 日在北京举行了“助力 SOHO 行
动”激光打印机交付仪式。佳能（中国）有限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小泽秀树宣布向入驻 SOHO 
中国的 50 家中小企业交付佳能 新激光打印机及激光多功能一体机产品，供其免费试用。这

一行动是佳能进入提出“商务元年”战略后第二阶段，深耕商用市场的一次全新尝试，旨在

通过与中小企业的零距离接触与合作，为他们探索出符合其成长需求的解决方案，以进一步

回报用户。在此次交付的产品中包括了彩色打印和 Wi-Fi 无线打印产品，这也是佳能在今年重

点推广的产品亮点。 
 
佳能因其领先的影像产品和技术而被中国消费者所广泛认可。照相机产品作为先头兵，已经

在中国的市场开拓上取得了重要成就，而占据了佳能全球另外半壁江山的商务影像产品将会

成为佳能在中国市场上发力的重点。2012 年起，佳能（中国）调整商务影像方案部的组织架

构，深化策略，推进佳能办公产品向大、中、小商业用户中渗透，同时进一步加大针对消费

者的宣传，让更多喜爱佳能个人消费品的用户，关注和了解佳能的办公设备以及其它多元化

产品。这是佳能推进其商务品牌影响力的第二阶段，第一阶段始于 2010 年，佳能提出了“商

务元年”的概念，是佳能针对中国市场进行的品牌策略转变的起跑之年。 
 
佳能（中国）有限公司举行了“助力 SOHO 行动”激光打印机交付仪式，其总裁兼首席执行

官小泽秀树宣布向入驻 SOHO 中国的 50家企业交付佳能 新激光打印机及激光多功能一体机

产品，供免费试用，交付的产品包括了彩色打印和 Wi-Fi 无线打印产品。 
 
在新的阶段，助力中国中小企业成长将是佳能商务影像方案部的重要任务之一。佳能（中国）

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渡边秀一表示：“为入驻 SOHO 中国的中小企业提供佳能激光打印机之

后，佳能会积极收集活动过程中用户的反馈。‘助力 SOHO 行动’的目的，就是为正在快速

发展的国内中小企业摸索并研究出真正能有所助力企业的解决方案，以此进一步回馈用户。

此次与 SOHO 中国合作，让该行动有了很好的开端。我们也希望今后能让更多中小企业亲身

感受佳能办公产品的高品质，认可佳能办公品牌。相信未来还有更多可能性，当然，这个过

程也离不开更多合作伙伴的加入，以此共同探讨更好助力国内中小企业的方式。” 
 
目前，佳能投放到中国市场上的佳能激光打印机和激光多功能一体机达 62 款。从环保设计到

技术投入都凝聚了佳能超过 40 年的经验。此次交付的佳能激光打印机和激光多功能一体机产

品中，彩色打印和 Wi-Fi 功能成为重要亮点。在视觉主宰的读图时代，彩色文档对人们的认知、

决策以及其它商业行为都起着重要的作用。随着技术的革新，彩色激光打印的成本已大幅下

http://www.canon.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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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成为很多中小企业的办公新选择。佳能以其见长的影像技术，在彩色激光机领域为用户

提供了多达 18 款高品质产品。 
 
出席交付仪式的 SOHO 中国有限公司董事长潘石屹表示：“作为一位百分百的佳能粉丝，能

有幸给 SOHO 中国的租户提供这样一个好的机会，我非常高兴。这一次有机会亲身体验佳能

彩色激光打印机产品，关注平时不关注的办公打印领域，让我对佳能品质和佳能办公产品的

优势有了全新认识。我想可以这样理解我，我的 50%给佳能相机，50%给佳能办公设备。” 
 
对此，佳能（中国）有限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小泽秀树表示：“我希望我们有更多的像潘

石屹先生这样的佳能相机粉丝，能关注佳能的办公产品。我一直希望在中国实现我的一个梦

想，帮助佳能将世界一流的影像技术带给 13 亿人口，让更多的人不但在生活中，而且在工作

中能享受佳能的技术，感受影像带给我们的感动。简单说就是在中国实现‘右手照相机、左

手商务机’的多元化布局。” 
 
佳能公司介绍 
 
佳能公司自 1937 年创业以来，始终以创造世界一流产品为奋斗目标，积极推动事业向多元化

和全球化发展。目前，佳能在全球以光学为核心的个人消费产品、办公产品以及工业产品等

领域发挥着巨大的作用，通过在美洲、欧洲、大洋洲、亚洲和日本地区建立区域性总部，展

开全球化多种经营战略。佳能的企业理念是“共生”，1996 年，佳能启动旨在实现以技术服

务社会，成为全球范围内被信赖、受尊敬的企业这一目标的“全球优良企业集团构想”，积

极推行“整体 佳”和“重视利润”的意识改革和经营革新活动。2011 年佳能集团营业额达

到 456.08 亿美元。目前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合并结算子公司已达 277 家公司，员工 198,307 人。

（此数据截止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 
 
佳能亚洲营销集团介绍 
 
佳能亚洲营销集团是佳能五大营销集团之一，所管辖亚洲机构遍布中国大陆、新加坡、泰国、

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度、越南、香港、台湾等国家及地区，目前总数已达 11 家，员工 6 千

余人。在“感动常在”口号的指引下，佳能亚洲营销集团始终以创造世界卓越产品和提供优

质服务为奋斗目标，积极推动事业向多元化和全球化发展，在个人消费产品、办公产品和工

业产品等领域都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佳能亚洲营销集团总部是位于中国北京的佳能（中国）

有限公司，在佳能（中国）的带领下，佳能亚洲营销集团加强了多种经营的战略，在全球市

场占有越来越重要的位置。（以上数据截止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 
 
佳能（中国）有限公司介绍 
 
佳能的中国事业始于上个世纪 70 年代末。从 初的技术合作到独资建厂再到成立销售公司，

经历了多种经营模式的探索。1997 年 3 月，佳能（中国）有限公司成立，全面负责佳能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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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市场销售的各项工作。经过多年努力，目前业务已经覆盖个人消费产品、办公产品和工业

产品三大领域，已基本建成包括 4 大区域总部在内的 16 家分公司、5 家常设办事处以及 13 个

快修中心和 8 个快捷服务站组成的销售服务网络。随着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佳能（中

国）有限公司在新的中国长期发展战略的指导下，已经发挥出越来越关键的领军作用。（以

上数据截止至 2012 年 4 月 17 日） 
 
如需更多资料，欢迎浏览佳能（中国）有限公司网站 www.canon.com.cn。 
 
消息来源  佳能（中国）有限公司 
 

http://www.canon.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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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新闻 ‐ 计算机网络新闻案例 

3M 光纤连接器操作大奖赛南京站开赛 

-- 3M 光纤连接大赛渐入佳境再续“宽带中国”新纪元 
 
南京 2012 年 6 月 27 日电 /美通社/ -- 以科技创新著称的多元化企业 3M 公司今日在南京上演第

二届“‘3M千兆宽带入万家’光纤连接器操作全国大奖赛”。这也是 3M 连续第二年与中国

电信、中国联通、中国移动三大运营商携手在全国范围内举办如此大规模的光纤连接器操作

大奖赛。3M 利用先进的连接器产品成功帮助客户解决光纤到户方案“ 后 50 米”的技术瓶

颈并不断超越客户的需求。3M全球中央执委、大中华区总裁余俊雄和中国电信南京分公司等

高层的现场助威，将活动推向了新高潮。 
 
宽带网络建设是我国加速城市信息化进程并拉动相关产业发展的重大战略举措。而《“十二

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中明确指出，中国需要进一步加快下一代信息网络的建

设，通过超高速光纤与无线通信、先进半导体和新型显示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增强国际竞争

力， 终实现强国目标。预计 2012 年国家将投入 3700 亿元投资基础电信业，通过实施“宽带

中国”战略，初步建成“宽带、融合、安全、泛在”的下一代国家信息基础设施，使信息服

务能够普惠全民。而光纤入户作为宽带中国战略的基石，也将迎来爆发式的增长，并对产业

链上下游产生积极影响， 终对宏观经济产生促进作用。 
 
作为第一批进入中国市场的外资企业，3M 早在上世纪 80 年代就已经将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

3M 通信产品引入中国，一路见证并参与了中国电信业的迅猛发展。而基于 3M 独创的光纤 V 
型槽技术而研发的光纤现场连接器，在简化部署、缩短施工时间的同时大大降低了施工成本，

使得光纤入户与铜缆一样便捷，从而使光纤入户的规模化部署成为可能。3M 光纤连接器操作

全国大奖赛通过在全国范围内举行培训及操作比赛，使电信工程师和一线技术人员深入掌握 
3M 冷接技术，提升光纤连接操作技能，从而进一步推动“光纤入户”在全国范围内的普及。

继成功举办了第一届 3M 光纤连接大赛后，本次大赛将于 6 月至 11 月间陆续在北京、上海、

天津、重庆、杭州、南京、广州、成都等 32 个城市举办分站比赛，并于年底汇集全国各城市

分站赛的优胜者，在上海总决赛上角逐年度总冠军。 
 
3M 全球中央执委、大中华区总裁、3M 中国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余俊雄先生在南京站比赛的

开幕仪式上说：“3M 一直致力于为中国通信行业提供品质卓越的产品以及创新领先的技术解

决方案，并全面响应‘十二五’提出的战略规划，为宽带中国的 终实现贡献力量。而光纤

入户作为推动宽带中国建设的骨干技术，正处于大力促发展的关键时期。3M 希望借由此次大

奖赛，汇集全国各地通信精英的智慧力量，通过为新一代信息化网络的建设提供创新源动力，

积极推动宽带中国的战略落地。” 
 

http://www.3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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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3M 电子、电力及通讯事业部提供多元化的创新通信解决方案，其产品覆盖光纤入户、

绿色数据中心、移动基站保护产品、户外机柜监控系统以及地下光纤管理系统等一体化解决

方案，为中国在电子、电力及通讯方面的建设提供全方位的技术支持。 
 
关于 3M 公司 
 
3M 捕捉新创意的火花，将其转化为成千上万种极富创意的新产品。我们合作创造的文化激发

了永无止境的强大技术洪流，不断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3M 是一家永不停止发明创造的创新

型企业。3M 的销售收入达到 300 亿美元，全世界雇员约 8.4 万名，在超过 65 个国家经营业务。 
 
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3M.com，也可以通过新浪微博关注 3M 中国，跟踪我们的动态。 
 
关于 3M 中国 
 
3M 中国有限公司于 1984 年 11 月在中国注册成立，是在经济特区之外成立的中国第一家外商

独资企业。目前 3M 公司在中国建立了 12 家公司、11 个生产基地、27 个办事处、4 个技术中

心和 1 个研发中心，员工超过 8,200 人。 
 
更多资料敬请浏览 3M 中国网站：www.3M.com.cn。 
 
消息来源  3M 中国 
 

http://www.cww.net.cn/jjfa/
http://www.cww.net.cn/jjfa/
http://www.3m.com/
http://weibo.com/3minnovation
http://www.3m.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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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新闻 ‐ 计算机网络新闻案例 

网易推出免费网游加速器 UU 

北京 2012 年 7 月 23 日电 /美通社/ -- 网易公司宣布近期已推出一款新型的网游加速器软件“网

易 UU”，并承诺产品将对用户永久免费。网游玩家从此可以不必另掏腰包，购买加速器服务

以提高游戏体验，每月可节省高达数十元的费用。作为国内数一数二的大型游戏服务提供商，

网易不仅拥有《梦幻西游》、《天下 3》、《倩女幽魂》等数十款经典网游，而且还是《魔兽

世界》的中国官方代理商。此番推出网游加速软件，并承诺永久免费，势必会对网游加速器

市场形成一定的冲击。 
 
永久免费的底气 
 
网游加速器的基本原理，是通过加速节点服务器的中转，帮助网游用户选择 优线路连接游

戏服务器，以达到降低网络延时的目的。由于网游加速器对服务器、带宽资源占用很大，因

此市面上的网游加速器基于成本压力一般都是收费的，即使有免费的，也是限量或限定功能

使用。而网易 UU 开发团队表示：“在硬件资源成本上，我们没有太大的压力。” 
 
免安装、免注册、免登录 
 
与同类软件相比，网易 UU 加速器除了永久免费这一亮点外，还具有免安装、免注册、免登录

的特性，避免了传统软件需要输入账号密码而带来的盗号风险。这款软件大小不到 5M，小巧

轻便，玩家不用担心玩游戏的时候因多开软件而造成系统资源被占用。在界面设计上，网易 UU 
突破传统加速器无关项目多，界面庞大的缺点，采用创新的透明风格，且无任何广告骚扰。 
 
靠口碑传播发展用户 
 
网易 UU 开发团队表示：“虽然目前我们还没开始大范围的推广，但酒香不怕巷子深，这种服

务性软件更加看重口碑传播的效果。每天我们都在进行加速效果的优化，随着产品质量的更

加稳定，相信会有更多的玩家愿意向他们的朋友推荐免费的网易 UU 加速器。”网易 UU 开发

团队相信：背靠网易游戏的广大玩家，这款加速软件的发展前景非常可观。 
 
UU 官网：http://uu.163.com/  
UU 微博：http://weibo.com/163uu  
UU 官方邮箱：uu_admin@188.com 
 
消息来源  网易公司 Netease.com

http://uu.163.com/
http://uu.163.com/
http://uu.163.com/
http://weibo.com/163uu
mailto:uu_admin@18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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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新闻 – 展览类新闻案例 

FMC China 2012 现场活动，多样精彩 聚焦热点 

FMC China 2012 
第十八届家具生产设备及原辅材料展会 
 
同期举办 
 

•  第十八届中国国际家具展览会”(FURNITURE CHINA) 
• “中国国际家具配件及材料精品展”(FMC PREMIUM) 
• “2012 中国国际软体家具面辅料及布艺展览会”（Furniture Fabrics China 2012） 

 
2012 年 9 月 11-14 日，中国 上海 世博展览馆 
木工机械 家具原辅材料 
 
上海 2012 年 7 月 30 日电 /美通社/ -- “第十八届中国国际家具生产设备及原辅材料展览会(FMC 
China 2012)”将于 2012 年 9 月 11 日至 14 日在上海世博展览馆（SWEECC）举办，同期同场

举办“中国国际家具配件及材料精品展览会 (FMC Premium 2012)”。本届展会总面积增至 71,000
平方米，达到历届 高。 
 
同时，FMC 将和位于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SNIEC）的世界三大家具展览会之一的“第十八

届中国国际家具展览会 (Furniture China 2012)”积极联动，打造真正的家具设计、制造、采购

一站式观展体验。 
 
世界家具大会 
 
2012 年 9 月 11 日 上海浦东嘉里酒店 
 
为了开展全球家具市场之间真实且健康的信息流传递，回顾历史，展望未来，为全球家具业

寻求发展之路。由中国家具协会、上海博华国际展览公司主办，国际家具出版物联盟（IAFP）
协办的世界家具大会，将于 2012 年 9 月 11 日，在上海浦东嘉里酒店举行。 
 
会议将围绕全球家具行业在世界金融危机后的影响与未来发展进行交流和探讨，并邀请家具

供应商代表、国内外家具协会代表、相关政府机构、院士、设计师、行业主流媒体等与会参

加。 
 
2012 首届世界健康睡眠产业大会 
 
2012 年 9 月 12 日 上海世博展览馆 1 号会议大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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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中国家具协会主办，上海博华国际展览有限公司协办的首届世界健康睡眠产业大会将于

2012 年 9 月 12 日在上海世博展览馆 1 号会议大厅隆重举行。此次来自世界各地的业内专家将

作为演讲嘉宾出席本次大会，针对睡眠产业做出自己的解读和预测。 
 
来自意大利米兰国际工业研究中心（CSIL）的高级专家 Mauro Spinelli 将在本次大会上与大家

分享全球床垫业的展望。CSIL 专注于全球家具行业的分析与研究，是业内领先的权威机构。

届时，Mauro Spinelli 不仅会公布 CSIL 新研究发现的 2013 年床垫业消费趋势及产品趋势，

还会带来针对床垫行业领先企业的分析及案例，从而向大家揭示床垫业企业发展及成功的奥

秘。 
 
美国前《今日家具》的发行人、国际市场营销专家 Joe Carroll 也会参与本次大会并带来精彩演

讲“创新营销及技术引领睡眠产业发展”。Joe Carroll 在家具行业的工作经验超过 35 年，退

休后他为全球家具行业的许多公司提供销售及市场营销方面的战略咨询，拥有诸多成功案例。

通过探讨一些成功的营销技术及技术创新，他将向大家揭示究竟是什么让寝具成为业内利润

好的产品。 
 
Design of Designers 中国国际设计师作品展示交易会 
 
2012 年 9 月 11-14 日 上海世博展览馆 4 号馆 
 
Design of Designers 中国国际设计师作品展示交易会今年将首次在上海世博展览馆举行，是集

设计师作品展示、交易、大赛、设计论坛于一体的活动。展示规模预计达 6,000 平方米，并涵

盖以下展示及活动内容： 
 

1) 设计师/设计公司设计作品实体展示区 
2) 以北京、上海、广东三地为主线的设计师原创作品展示 
3) 国内外著名设计院校学生优秀作品展示 
4) 中国国际家具展“金斧奖”历年获奖作品展示 
5) 设计师主题演讲及论坛 
6) 搜狐家居展示专场 
7) 博华陈设•美阁大讲堂 
8) 中国工业设计“十佳”巡展 
9) 中国工业设计师产品展示交易会 

 
Design of Designers 旨在为设计师与生产企业创建一个交流、合作、贸易的平台，让更多原创

设计师将自己的设计与理念传达给更多人，生产创意并传递创意，让创意产生价值，提升人

们长远的生活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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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MC 新品、新技术展示专区 
 
2012 年 9 月 11-14 日 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 
 
2012 年 9 月 11-14 日，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同期家具展中 17 个场馆的显著位置开设 20 平米

的展示专区。汇集多个家具生产设备及原辅材料方面 优秀的新产品及新技术，再辅以极具

创意的展台设计和精彩互动，必将引起业内人士和买家的广泛关注。同时，在家具展中设置

展示专区也为 FMC 参展展商提供了又一个对外交流的平台和更多的商机，同期将吸引超过

3,000 家展商，70,000 观众的关注。 
 
现场专业技术研讨会 
 
2012 年 9 月 11-14 日 上海世博展览馆 
 
FMC 提供行业新产品、新资讯发布平台，力邀主流媒体、协会，以及重要展商举行为期 3 天

的专业研讨会。为专业人士挖掘投资机会，推动产业的发展，推进产品升级、提升产业竞争

力。其中包括：EMOMO、东莞五石、汉高、金田豪迈、上海木材协会等。 
 
媒体专区现场专访 
 
2012 年 9 月 11-14 日 上海世博展览馆 媒体中心 
 
展会现场特设“媒体采访区”，知名网站全方位报道，媒体向展商进行一对一专访，传播企

业形象、推广企业新产品新技术。FMC 将搭建专业媒体与展商的沟通桥梁，协助企业多样化

宣传。 
 
展商现场产品推广、演示互动活动 
 
2012 年 9 月 11-14 日 上海世博展览馆 各展商展位 
 
展商通过 FMC 的主题包装，在展会现场进行富有特色的产品推广、演示互动活动，吸引现场

观众参与度，增加企业关注度。 
 
“中国国际家具展”展商专属组团日 
 
2012 年 9 月 12-13 日 家具展展商组团由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前往上海世博展览馆 
 
家具展展商展前报名参团，参观前行程安排温馨提示。展会现场展商转车定时定点接送，省

心省力轻松直达。专人领队引导服务，双语介绍，不错过每一个精彩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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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大海外买家采购团，海内外专业协会组团参加 
 
来自越南、印度、墨西哥、土耳其、俄罗斯、印度尼西亚六大海外买家采购团将于 2012 年 9
月 11-14 日期间，各携 30-40 家具生产商及当地木工经销商至展会进行参观和采购，同时将参

观相关企业工厂。台湾木工机械协会（TWMA）亦将率领数十家展商入驻 FMC China 2012 展
会，为观众带来企业 新产品技术。 
 
跨区对接，合作共赢 
 
中国家具材料第一市场 -- 亚洲国际，组团再入沪 
 
继 2011 年第 17 届中国国际家具生产设备及原辅材料展览会，亚洲国际家具材料交易中心（简

称“亚洲国际”）再次大规模组织广东品牌家具材料企业集体入沪参加 18 届中国国际家具生

产设备及原辅材料展览会，将家具上游材料与生产制造企业实现跨区对接。 
 
据悉本次组团规模进一步扩大，将在 3 号馆设立“亚洲国际专区”，进一步深化合作成果，在

促进传统优势产业中心广东与华东家具生产企业间的区域与区域，企业与企业间的合作上实

现共赢。 
 
FMCChina.com.cn 家具制造在线现场互动 
 
电商现场视频采访 
 
在展会搭建期间，邀请您到我们的直播室进行现场采访，并结合您公司的形象宣传片制作视

频。展会现场，我们将在各个主要的观众停留和密集区架设大屏幕，滚动播放视频，为您的

公司形象、品牌优势、产品特色进行全方位大力度的推广。 
 
博华 B2B 电商培训系列课程 
 
2012 年 9 月 11 日-14 日 FMC 展会现场，我们将现场解答您在电商方面的困惑，提供切实可行

的解决方案，为您的网络营销出谋划策。博华 B2B 团队拥数位实战经验丰富，多年从事电子

商务的能手，是您身边的网络营销专家！ 
 

• 参加人群：企业电子商务负责人、企业市场人员、企业采购人员等 
• 会议形式：一对一问答、FAQ 问答、专题讲座。 

 
更多详情，请浏览 FMC 官方网站：www.fmcchina.com.cn。 
 
消息来源  上海博华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http://www.fmcchina.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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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新闻 – 展览类新闻案例 

中国版“拉斯维加斯酒店业展”4 月旋风登陆上海 

上海 2012 年 2 月 23 日电 /美通社/ -- 全球 大的酒店业采购博览会“HDD”（Hotelex + Design 

& Deco http://www.hddshow.com/）（全称“酒店装饰设计配套产品专业性系列博览会”）将

在 4 月登陆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此次展会特别邀请到了担任迪拜七星级帆船酒店工程的意大

利著名 Marco Piva Studio 设计总监 Armando Bruno，在现场实地打造一个超过 775 平方米的酒

店样板房展示专区。与此同时，喜达屋、洲际、锦江集团、首旅、开元等国内外酒店业巨头

也将推出各自品牌的酒店样板房，原汁原味地呈现全球顶级酒店的别样风情，上海市民将可

“零距离”体验世界星级酒店的魅力。 

 

早在上世纪 90 年代，美国拉斯维加斯就出现了专门针对酒店和设计的一站式采购展会 HD 

EXPO（美国拉斯维加斯酒店设计展），目前已发展成同行业展会中 专业的一个，每年约有

900 多家展商与 7000 多位企业决策人云集在此，交流行业产品的新设计与创意理念。HDD 在

形式与理念上都可与其媲美，堪称是国内首个“拉斯维加斯酒店业展”。 

 

一、35 万方与 3000 家展商，创全球之  

 

此次“HDD”展会将与吉盛伟邦集团位于青浦的国际家具村全面合作，通过浦东与浦西的展

场和商场联动模式，共同打造一个针对酒店、餐厅、酒吧、商业地产及高端配套产品的一站

式采购平台，使整个展出规模突破 35 万平方米，创下同类展会的全球之 。从 4 月 9 日到 12

日，来自世界各地的 3000 多家参展商将展示目前国际 高端与 潮流的酒店食品、酒店家具、

时尚设计新品和装饰精品等一系列酒店及商业用品，预计将吸引来自 150 个 国家的 10 万名专

业观众。HDD 包含了已成功运作 21 年的酒店用品博览会 Hotelex 和举办了 20 年的中国国际建

筑装饰展览会 EBC，已成为全球首屈一指的酒店装饰设计配套产品专业性系列博览会。 

 

本次“HDD”展整合了酒店用品、酒店食品、酒店家具、建材卫浴、装饰设计、照明、清洁、

商场用品等八大主题展览会。例如在咖啡与茶板块，汇聚了美国 FETCO、意大利 ASTORIA、

LAVAZZA、WEGA、ILLY、BEZZERA；荷兰 BRAVILOR、BONAMAT、法国 MALONGO、

瑞士 KERRY NESTLE、日本 UCC 等世界著名品牌，几乎涵盖与咖啡相关的所有领域，包括

咖啡原料、咖啡设备、咖啡器具等，观众将在此领略一场咖啡界的“世博会”。在国际上久

负盛名的世界百瑞斯塔（咖啡师）竞赛和调酒师大赛也将同期举行，观众将有机会一睹国内

外顶尖的调酒师与咖啡师同场较量的精彩赛事。 

 

http://www.hddshow.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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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景体验世界星级酒店 

 

全球 大的酒店业采购博览会“HDD”将在 4 月登陆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此次展会特别邀

请到了意大利著名 Marco Piva Studio 设计总监 Armando Bruno，在现场实地打造一个超过 775

平方米的酒店样板房展示专区。 

 

据展会负责人透露，本次“HDD”展会将在现场开辟 775 平方米的星级酒店样板房展示专区，

举办“Hotel Plus 新概念酒店秀”。曾担任迪拜七星级帆船酒店工程的意大利著名 Marco Piva 

Studio 设计总监 Armando Bruno 将主持此样板房区域的整体空间设计，为上海观众展现充满异

域风情的感官享受和优雅氛围。 

 

此外，全球 大的饭店及娱乐休闲集团之一“喜达屋”、全球 大的酒店集团“洲际酒店”、

中国 大的连锁酒店锦江集团及首旅建国、开元等国内外酒店业巨头也将首度联手，通过实

景还原，打造各自品牌的酒店样板房。 

 

新闻链接： 

HDD：中国酒店会展业新概念（http://www.hddshow.com/） 

 

“HDD”展是由上海博华国际展览有限公司（UBM Sinoexpo）与中国酒店、建筑、照明等各

协会共同合作首创，已成为中国酒店会展业的全新发展概念。“HDD”整合了酒店用品、酒

店食品、酒店家具、建材卫浴、装饰设计、照明、清洁、商场用品等八大主题展览会，同期

同地举办，集中展示各类酒店用品，并配套展示建筑设计、建材、卫浴、清洁、照明等高端

产品及提供全面解决方案，是面向酒店、餐厅、商场及其他商业空间的设计装修及新产品、

新材料的一站式采购平台。 

 

“HDD”是在二十年前创办的建筑和酒店两大系列展会的基础之上发展而来，其概念的产生，

依托于中国连续多年的城市房地产开发热潮以及旅游业蓬勃发展带来的无限商机，令以酒店

业为代表的中国商业地产的发展和与之配套的精装设计和装饰产业获得无穷商机。 

 

作为国内会展行业发展的一大创新，与其他很多展会以供应商、生产企业提供单一产品为主

相比，“HDD”另辟蹊径，采用以采购方为对象，针对酒店、餐厅、酒吧、会所等观众群体，

覆盖多个产品与产业，呈现水平式行业态势，并通过酒店、设计装饰为主线来串联建筑、陶

瓷卫浴、照明、家具、清洁、食品饮料等八大相关行业，这也是 HDD 名称的由来（Hotelex + 

Design & Deco）。 

http://www.hddshow.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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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DD”观众群体 主要的是来自酒店、商业地产、休闲服务、餐厅、酒吧、会所等行业的

采购者、设计师、装饰公司，工程承包商等，他们到“HDD”展来做一站式采购，比如酒店

人士，可以过来采购各类酒店用品、厨房用具、装饰用品，也可以买到他所关注的用于酒店

的建材产品、卫浴产品、节能照明解决方案和清洁用品，同时也可以参与诸多围绕酒店产业

发展、酒店设计等的主题活动。 

 

HDD 展会更多资料请联系：  
倪鸣 
手机：+86-138-1795-6672  
电话：+86-21-64371178  
电子邮件：Mark.nee@ubmsinoexpo.com 
 

消息来源  上海博华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mailto:Mark.nee@ubmsinoexp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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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新闻 –时尚类新闻案例 

国际珠宝首饰联合会将扩大成员数量和国际影响力 

国际珠宝首饰联合会将扩大成员数量和国际影响力，伊莱-阿维达将领导战略性特别工作组策

划并管理这一工作进展 

 

意大利维琴察 2012 年 5 月 23 日电 /美通社/ -- 国际珠宝首饰联合会代表大会 (CIBJO Congress) 

在意大利维琴察召开，该组织董事会已一致通过了成立一支战略性特别工作组 (Strategic Task 

Force) 的提议。该提议旨在壮大该组织行业成员数量，增强其经济基础，并扩大其与联合国及

其它国内外组织的国际外交活动的范围。 

 

战略性特别工作组将由国际珠宝首饰联合会主席委员会成员兼以色列钻石行业协会 (Israel 

Diamond Institute) 首席执行官伊莱-阿维达 (Eli Avidar) 主持。 

 

国际珠宝首饰联合会会长盖塔诺-卡瓦列里 (Gaetano Cavalieri) 博士表示：“作为一位经验丰富

的外交官，伊莱-阿维达将能够给国际珠宝首饰联合会带来他在国际外交舞台上的丰富经验和

人脉关系。” 

 

阿维达表示：“有了这支特别工作组，国际珠宝首饰联合会目前将能够接触到新的行业参与

者，并有机会向成员和利益相关者证明：我们立场相同、团结一致以及坚守承诺的决心。” 

 

阿维达解释说：“行业成员不时面临着其所在国监管环境的重大变化。他们必须要挑战权威，

但无需孤军奋战。在国际珠宝首饰联合会的庇护下，他们将可以获得国际珠宝界的广泛支持。” 

 

阿维达列举了国际珠宝首饰联合会与联合国及相关机构独特的合作关系，以此说明扩大全球

活动能力必须要利用到的一个平台。他解释说：“这个行业再也没有一个组织可以拥有这样

的能力和影响力。” 

 

阿维达要求国际珠宝首饰联合会会员提供潜在成员名单，不管是国家协会还是商业组织，随

后战略性特别工作组将与其接触并让其加入国际珠宝首饰联合会。 

 

阿维达说：“作为规模较大、更具多元化且更能折射出这个伟大行业的一个组织，我们需要

向前看。未来属于我们所有人，但把握这个未来的责任也要我们所有人来共同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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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珠宝首饰联合会是一家代表着从事珠宝分销行业的国家珠宝和宝石机构以及商业组织利

益的机构，其成员遍布 40 多个国家。 

 

2012 年国际珠宝首饰联合会代表大会已于 5 月 17 日至 20 日由意大利领先的珠宝贸易展览公

司 Fiera di Vicenza 在世界珠宝首饰论坛 (World Jewellery Forum) 的组织框架下举办。 

 

联系人： 

史蒂夫-班森 (Steve Benson) 

电话：+972(0)52-280-2322 

电邮：Communications_1@cibjo.org 

 

消息来源  国际珠宝首饰联合会 

 

mailto:Communications_1@cibj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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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新闻 –时尚类新闻案例 

中华网推高端男士栏目《就爱装大牌》 

北京 2012 年 7 月 18 日电 /美通社/ -- 2012 年 7 月 13 日，中华网品味频道全新改版上线。中华

网品味频道秉承“品味中华时尚 引领生活品质”的宗旨，努力倡导时尚的生活方式和优质的

生活质量，具备独立的媒体态度，始终如一的提供给网友深度化优质的阅读内容及实用的互

动产品。 
 
此次推出的 2012 版中华网品味频道在满足网友对时尚资讯获取的需求之上，增加了更多的人

性化、实用有趣的产品，以用户体验为先，是我们此次改版 大的特色。特别是针对中华网

核心用户高端男士的需求，推出一系列深入解读的文章，比如王牌栏目《就爱装大牌》将向

读者解析明星大牌服饰潮流。 
 
2012 年全新推出的中华网品味频道，致力于更加多元化的内容选择以及更加时尚的潮流品味，

品牌定位也由单一迈向了多元化，服务于时尚高端，注重生活品质的白领，值得一提的是，

较原版中华网品味频道，我们更做了许多突破及尝试，主要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清晰华丽的页面效果提升用户体验 
 
改版后的中华网品味频道体现出成熟的整体框架，右面一栏主打蓝色系侧重于男性视角，主

打腕表、美酒、情感、运动等行业，同时，也没忘记男士的另一半，左面两栏红色系主打女

性关心的品牌，更加关注服饰、美容、珠宝等女性化行业；为男性了解女性品味打开一扇窗。 
 
每日上百条实用信息整合 新行业动态 
 
中华网品味频道涵盖了服饰、美容、珠宝、腕表、家居、美食、美酒、情感、运动、汽车等

多个潮流领域，每天提供上百条 新时尚讯息，不仅包含了国际流行趋势、时尚新锐观点，

还囊括行业热点、时尚品牌的行业动态等。 
 
观点新颖的特色栏目挖掘独到的新闻视角 
 
中华网品味频道新版上线后开辟了自己的王牌栏目：明星服饰类栏目《就爱装大牌》解析明

星大牌服饰潮流；热点情感类栏目《小编爱矫情》追踪 热新闻热点从人文情感角度出发进

行深入剖析；以及系列电子杂志《产品百科书》为用户解析国际品牌的品牌历史及 新 热

产品；更有大型行业事件报道专题，为用户第一时间报道行业相关事件。 
 
实用有趣的产品增加网友互动性： 
 

http://www.ch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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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主打时尚领域行业内容外，中华网品味频道还增加了腕表库及教你读大牌等实用有趣的互

动产品，为您奉上视觉和精神盛宴。腕表库超过 5000 款的腕表参数，不仅仅是腕表品牌的罗

列，更有腕表参数对比的功能，为用户购买及了解腕表提供了更加实用的信息；教你读大牌

可以帮助网友解决只会认，不会读的尴尬，让时尚触手可及。 
 
立足高端男士需求，提供专业化服务 
 
目前中华网主流用户为男性高端用户，随着新版品味频道的上线，中华网品味频道立足高端

男士需求，提供专业化服务。新版上线之前中华网品味已经通过两周的时间做新旧版内容推

荐转换的过渡期，把网友的视角从猎奇类转变为和奢侈品及高端生活方式紧密相关的内容。

固定用户从原有的 36.17%上升到 54.84%，有效的吸引并稳定住固定用户群。 
 
中华网品味频道依托于中华网这一国内 早的综合门户网站，以全面报道时尚动态为特色，

以服饰、奢侈品、生活方式内容为核心，通过丰富、权威的新品资讯，功能强大的搜索插件，

积累了超过百万高品位、高消费的注册网友。中华网品味频道依据自身的优势，不断的拓展

合作领域，与国际知名奢侈品品牌均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 
 
改版后的中华网品味频道体现出成熟的整体框架，细腻的栏目设计以及运用资讯与互动的强

强结合，深度挖掘时尚精髓，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国史上网络媒体平台树立了新的风向标，同

时也为时尚媒体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发展思路和方向。 
 
消息来源  中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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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新闻 – 房产新闻案例 

资深黑马：深圳光耀地产蝉联中国房企百强 

深圳 2012 年 3 月 26 日电 /美通社/ -- 2012 年 3 月 23 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清

华大学房地产研究所、中国指数研究院中国指数研究院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联合发布“2012
中国房地产百强企业”研究成果，深圳光耀地产继去年凭借连续三年销售业绩翻番的骄人业

绩，以黑马的姿态跻身“2011 中国房地产百强”企业之后，今年继续保持强劲的发展势头，

蝉联百强。同时，光耀集团今年还获得了中国房地产百强企业“融资能力 TOP10”、“百强

之星”等单项奖，光耀集团开发的高端度假别墅项目“全球候鸟度假地”还获得了“突出贡

献项目”奖。业内分析人士表示，作为中国成长型房地产企业的代表，光耀地产大胆的战略

布局、独有的创意产品设计、飞快的发展速度等鲜明的企业个性，或将为目前处境艰难的中

国房地产企业指明一条弱市复苏之路。 
 
今年的房地产百强企业评比，主办方围绕规模性、盈利性、成长性、稳健性、融资能力、运

营效率和社会责任感等七个方面全面展开，以综合实力的评比 终确定中国房地产百强企业

名单。光耀地产今年再获殊荣，表明其综合实力及发展前景已得到业内的认可。 
 
逆市扩张，符合黑马的性格 
 
“我们今年新进入的城市包括佛山、东莞、湛江等地，在建及新增项目将近 20 个，创下历年

之 。”光耀集团董事长郭耀名先生自信的说。关于光耀集团逆市扩张，大胆战略布局的做

法早有先例，事实也证明光耀地产当初的选择也是成功的。 
 
早在 2008 年席卷全球的金融风暴传入国内时，楼市、股市一遍哀鸿，但光耀地产却开始酝酿

全国布局战略，自 2009 年起将集团的版图扩张至北京、天津、威海、临沂、杭州等地。随之

而来的事实也正如光耀地产期待的那样，如在竞争激烈的惠州市场，2010 年高端别墅项目“全

球候鸟度假地”开盘 6 天即完成 80%的开盘量，艺术居住计划区项目“DADA 的草地”项目

开盘当日正下大雨，但仍阻挡不了 1 天即清盘的火爆场面；2011 年惠州光耀城项目一年销售

16 亿，单盘销量排名第一；在环渤海区域，2011 年天津团泊湖项目开盘半天劲销 3 亿、临沂

陶朱公项目开盘 1 小时狂销八成等等，捷报频传。 
 
而如今楼市调控政策趋紧，光耀地产却丝毫没有放松扩张的脚步，我们或许能从光耀集团副

总裁袁毅的言语中找到他们自信的所在。“在公司的战略上，关于楼市调控政策，不是我们

目前考虑的重点，我们更关注的是怎么去发现新形势下新的客户需求，怎么去创造符合客户

需求的产品，并有效的将客户的需求转变成光耀的业绩。”袁毅如是表示，“如今限购了，

有效需求被抑制了，但市场并没有完全关闭，我们有信心也有能力挤进现存的市场空间，并

尽可能的获取更大的份额。”的确，只要目前市场上还有需求，有成交，光耀地产就存在大

有可为的空间。 
 

http://www.guanggroup.com/
http://fdc.soufun.com/business/inv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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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营销联动，黑马技压群雄 
 
众所周知，目前房地产行业的发展路径是“资本+土地”，而光耀地产却走的是“资本+创意”

的路线。利用有限的资本、土地，坚持创见，创造出符合现代人居理念的产品。这也是光耀

地产逆市扩张的重要信心来源之一。 
 
据光耀地产表示，与业内同行先做好项目的定位、设计之后再开始营销策划不同，光耀地产

产品的开发，是设计与营销部门共同开发完成。光耀地产总部专门成立了营销设计中心，从

项目拿地开始，营销、设计部门就已经介入，可能为了符合一个营销的创意，整个产品设计

都有大幅调整，甚至会放弃拿地的计划；或者为了保留一个产品的独特设计创意，整个营销

方案需要推倒重来。在产品设计与营销策划的不断探讨过程中， 后的出来的产品在市场中

的表现自然是艳压群芳，很多区域内的竞争对手也只能徒手兴叹。 
 
发展速度惊艳，是黑马必备的条件 
 
公开资料显示，公司 2008 年-2010 年连续三年销售业绩翻番，这种增长速度在业内同期绝无仅

有。在过去的 2011 年，调控政策持续加码，国内大部分地产公司呈现零增长或负增长的背景

下，光耀地产仍收获了同比 50%的增长业绩。分析人士表示，国内地产行业参与者众多，要

形成具有市场号召力的品牌，速度与规模的协调发展是必不可少的，光耀地产强势的业绩增

长，为今后的发展壮大，快速跻身国内一线房地产开发商行列提供了极大的可能。 
 
据光耀地产介绍，公司在高速发展的同时，企业运营健康状况亦表现突出，资产负债率稳定

于 50%左右，在地产行业当中处于较为稳健水平；资金周转更是做到半年一次，远远领先于

国内房企资金周转水平；盈利能力亦表现良好，总资产收益率和净资产收益率分别为 14.56%、

31.02%，均高于业内平均水平。 
 
坚持创见，是黑马动力的源泉 
 
光耀地产的企业文化是独特的创见文化，推崇创见精神，鼓励创新、尊重创意，任何员工，

无论级别，都可以随时为集团的发展建言献策，大到公司发展战略，小到办公文具的设计，

都可以畅所欲言，公司为此专门组建了创见分享团队 – CCT 组织，每个员工都可以通过这个

平台展示自己的才华，这极大的激发了员工的创造力。 
 
体现到产品层面，光耀地产的创见精神更是表现的淋漓尽致。如光耀地产的高端别墅项目全

球候鸟度假地，“首创国内平层别墅设计，所有房间都能看到球场和湖景，高尔夫球场上一

挥杆万只白鹭齐飞，奢侈、私密和野趣是它的性格。”一切描述都不足以表达实景体验给人

带来的震撼。另外光耀地产为刚需和首次置业的年轻人开发的艺术设计系列产品，如 DADA 的
草地项目以及 Mark 住区项目，独具特色的推出社区剧场、高空篮球场、高空游泳池、高空种

植等配套设置，张扬个性的同时尽可能的满足了年轻人关于现代人居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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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耀地产表示，受宏观调控政策的持续影响，市场上观望情绪浓厚，国内大部分房地产商销

售计划均受到较大的压力。在新的市场环境下，更加精准的市场定位、颇具创意的产品或更

受市场亲睐；同时，也应该把握住目前市场的机遇，在稳健发展的同时，布局未来同样重要。 
 
消息来源  深圳市光耀地产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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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新闻 – 房产新闻案例 

宝龙进军环渤海再添重彩 天津宝龙国际中心圆满奠基 

-- 投资 40 亿建于家堡金融区首个城市综合体项目 
 
上海 2010 年 7 月 28 日电 /美通社/ -- 项目总投资逾 40 亿元、由上海宝龙与天津新金融共同投

资开发的“天津宝龙国际中心”于 7 月 27 日圆满奠基。这是世界级金融改革创新基地 -- 天津

于家堡金融区动工兴建的首个城市综合体，亦标志着中国商业巨龙 -- 宝龙地产（1238.HK）进

军环渤海经济圈又迈出坚实的一步。天津滨海新区区委书记何立峰出席并为基石培土，区委

副书记、区长宗国英，宝龙集团董事局主席兼总裁许健康出席并致辞。 
 
进军环渤海再添重彩 
 
凭借成熟的商业模式和资本市场，宝龙地产的全国性扩张战略快速挺进，尤其今年 2 月移师上

海，国际化大都市的金融信息平台、丰富的品牌商家资源和人才基础，更为其注入了高速发

展的强劲动力，加快了在二、三线城市的开发建设速度。继 6 月 29 日福建安溪宝龙城市广场

成功奠基后，短短 1 个月时间，宝龙地产再度出手，天津宝龙国际中心的圆满奠基为其进军环

渤海战略再添重彩，意义重大。“对宝龙而言，进军环渤海特别是天津、山东，将是未来五

年宝龙地产项目拓展的重点区域。”奠基仪式上，宝龙集团董事局主席许健康表示。截至目

前，宝龙地产已在福建、天津、山东、河南、江苏等省（市）的 18 个新兴增长城市建设了 21
个商业地产项目，总开发面积已超过 1,000 万平方米。 
 
填补全球 大金融区城市综合体空白 
 
位于天津滨海新区中心商务区的于家堡金融区，未来欲打造全球 大的金融区，成为中国经

济发展的新引擎。作为滨海金融起步区首个开工建设项目，天津宝龙国际中心将填补于家堡

金融区内高端城市综合体的空白，打造成世界 大的金融城。项目总建筑面积约 40 万平方米

（含地下建筑面积），总投资额超过 40 亿人民币， 高一栋塔楼高度达 249.2 米，拟建成城

市综合商业中心、甲级写字楼、五星级酒店及高档服务式公寓。2011 年，该项目地块东侧还

将开通京津城际高铁于家堡站，45 分钟即可通达北京，此外区内还规划建设三横两纵共 5 条

地铁线。宝龙地产执行总裁许华芳介绍说：“由宝龙地产（1238.HK）旗下的全资附属公司上

海宝龙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与天津新金融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共同合作的天津宝龙金骏房地产有

限责任公司投资开发，增资完成后，上海宝龙与天津新金融分别持有宝龙金骏 65%、35%的股

权。天津新金融投资公司是负责于家堡金融区整体规划、建设和管理的城市运营商，天津宝

龙国际中心将是巨头之间共赢的全新合作！项目建成后必将成为于家堡金融区内的地标性建

筑。” 
 
滨海新区区委副书记宗国英代表区委、区政府对天津宝龙国际中心奠基表示热烈祝贺。他表

示：“当前，滨海新区正处于加快发展的关键时期，中心商务区是滨海新区重要的产业功能

http://money.163.com/special/00253TN5/gaotie.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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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之一。选择在中心商务区建设集顶级写字楼、大型商业为主的多元化城市综合体，体现了

宝龙集团的长远眼光，对于完善城市功能配套，提升区域形象，打造高品位的商业环境，吸

引更多的人流、物流、信息流，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我们将一如既往为企业提供一流服

务，实现互利共赢，共创美好未来。” 
 
欲知详情，请联系： 
宝龙地产控股有限公司(HK.01238) 
总裁办品牌部 
臧伟 
电话：+86-21-5175-9999 
传真：+86-21-5175-2222 
网站：http://www.powerlong.com ；http://www.powerlonggroup.com 
电邮：zang.maggie@gmail.com 
地址：上海市长宁区虹桥路 1452 号古北国际财富中心 15F  200336 
 
消息来源  宝龙地产控股有限公司 
 

http://www.powerlong.com/
http://www.powerlonggrou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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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新闻 – 教育新闻案例 

美都教育获 2011 年度上海优秀教育培训机构称号 

上海 2012 年 1 月 9 日电 /美通社/ -- 近日，由《新闻晨报》和《时代报》联合推出的“2011 年

度上海优秀教育培训机构展示活动”这一教育盛典揭晓了评选结果，美都教育荣获 2011 年度

上海优秀教育培训机构称号。至此，美都教育已连续三年摘得该奖项的桂冠，这是对过去一

年美都教育发展壮大 诚挚的褒奖。同时，能获得此奖项，也表明美都教育领跑上海职业培

训的雄厚实力已被主流媒体和培训市场所认可。 
 
此次评选共有 103 家上海地区的教育培训机构参与激烈的角逐， 终，包括美都教育、新世界

外语、新东方出国、韦博英语、朗阁培训等在内的 38 家机构分别荣登“2011 年度优秀教育培

训机构”12 个类别的榜单。该评选已举办多届，历年来获奖的教育培训机构都是在行业内打

响品牌的佼佼者。相比往届评选，此次奖项评选加大了口碑评分的权重，除了考察培训机构

的硬件，更增加了由消费者评判的口碑和认可度等选项。美都教育的第三次获奖，充分体现

了美都教育位列行业龙头地位的实力，可谓是 2011 年度上海教育培训行业的胜利者，更是推

动整个上海地区教育培训行业向前发展的风向标。 
 
美都教育成立于 1997 年，总部设立在新加坡，在上海拥有徐汇和松江两个教学园区和近百人

的专业师资及管理团队，截至 2011 年，美都教育已经在杭州、南京、合肥、大连、青岛、贵

阳建立业务分部。目前，美都教育开设的 AIA 在职培训课程和 3+1 模式的 AIA 国际会计师课

程已在上海地区消费者心目中占据了较高的知名度和认可度，开拓了上海地区高端国际财会

职业精品教育的新领域，在教育培训类企业当中显示了强劲的竞争力。2009 和 2010 年，美都

教育荣获了年度上海优秀教育培训机构称号，2010 年更荣获涉外咨询机构 A 类资质称号，这

是上海市政府机构对优秀外资企业的认可。今后，美都教育将继续努力为中国提供世界一流

水准的国际会计教育理念及开展相关课程培训的使命，切实描绘美都教育立志成为中国商业、

会计、金融领域中优秀的顶尖教育机构的美好愿景。 
 
要了解更多美都教育相关信息，请点击登陆 http://www.metro-education.com/。 
 
消息来源  美都教育 
 

http://www.metro-education.com/
http://www.metro-educati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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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新闻 – 教育新闻案例 

迪士尼英语在杭州新开两家英语培训中心 

• 进一步拓展华东区业务以满足不断增长的市场需求 
• 更多的家庭和孩子将有机会获得迪士尼英语独一无二的融入式学习体验 

 
杭州 2012 年 5 月 4 日电 /美通社/ -- 业界领先的并且是上海地区 大的儿童英语培训机构迪士

尼英语今日庆祝其杭州中心的盛大开业，标志着迪士尼英语进一步拓展了其在华东区的业务。

迪士尼英语杭州中心的开业，让杭州的家长和孩子有机会享受到其屡获奖项的、备受学术专

家认可融入式学习体验。迪士尼英语课程由中外专家专门为中国的孩子量身定制，在全国不

断收获颇高的家长满意度。 
 
“迪士尼英语两家杭州中心的成功开业，让我们感到非常自豪，这也是对杭州市场对高质量

融入式学习体验需求不断增长的反映。只有迪士尼英语能够提供真正的融入式体验。”迪士

尼英语华东区区域副总裁葛捷思表示，“在中国多个城市，越来越多的孩子正在通过在迪士

尼英语的学习，获得自信的与世界用英文交流的能力。我们屡获奖项的课程不断帮助孩子们

获得优秀的培训效果。” 
 
在迪士尼英语杭州中心的开业典礼上，来自浙江外国语学院的桂清扬教授与迪士尼英语华东

区副总裁葛捷思女士一起，共同见证了新中心的揭幕。 
 
“现在的家长们对英语学习的认识越来越全面。除了英语作为第二语言技能的收益，家长们

也越来越关注英语学习中对多元智能的开发、文化的认知，以及独立思考能力的培养等。这

些能力都可以通过前瞻性的语言学习获得，很高兴看到迪士尼英语的课程设计在这方面有其

独特的优势。”桂教授分享说，“创造力、音乐、艺术以及中国相关元素 -- 迪士尼英语将这

些贯穿于语言培训中，这正是中国家长希望孩子在语言学习中能够体验到的。” 
 
迪士尼英语一贯强调“适龄”的重要性，课程可分为三大类，专门为中国 2 岁到 12 岁的孩子

设计，保证家长能够为自己的孩子选择合适的课程。迪士尼英语三大课程包括：妙趣看世界

（2-3 岁），基础班（3-6 岁），以及提高班（7 岁以上）。 
 
妙趣看世界旨在让孩子们置身于纯正的英文语音与交流环境中，帮助孩子为未来的英语学习

打下坚实的基础。基础班将帮助孩子开发多元智能，包括听、说、读、写，并培养孩子的社

交基础能力和知识，以及用英文与同龄小朋友和以英语为母语人士自信交流的能力。提高班

将全面培养孩子用英文进行口语以及书面交流的能力，并注重高级多元智能的开发，例如数

学、空间、动觉、人际以及韵律等。通过主题课程学习以及真实生活情境练习，孩子将可以

讲流利的英文，并掌握 1100 多个词汇以及 370 多个句型和语法结构。 
 

http://www.disneyenglish.com/
http://www.disneyenglis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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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有家长反馈，没有人比迪士尼更了解孩子的语言并与孩子互动。”葛捷思女士补充说，

“通过整合华特迪士尼公司 优秀的资源以及讲故事的丰富资产，迪士尼英语不仅创立了世

界级的英语语言培训课程；更重要的是，迪士尼英语通过为孩子们提供高效的学习体验 -- 包
括优质的内容、创新的科技以及互动的课堂教学，不断激发着孩子们用自己的声音与世界自

信交流的能力。” 
 
在每个迪士尼英语培训中心，外籍培训师都是经过层层筛选的，包括对他们培训师资格、工

作履历以及教授孩子的能力等方面的审查。所有的迪士尼英语外籍培训师都是来自以英文为

母语的国家，确保了在所有不同等级的课堂上，都是标准的英语发音，保证每个教室都能创

造纯正的融入式学习环境。在迪士尼英语中心，每个教室都配备一个外籍培训师和一位中籍

培训师，在业界实现了 好的师生配比率。 
 
不久之前，迪士尼英语还推出了一系列数字化学习工具，在培训中心环境之外为孩子继续营

造融入式学习体验。这一系列数字化工具包括《迪士尼英语学与读之玩具总动员 3》应用程序、

迪士尼英语官方微博（新浪）以及迪士尼英语一站式网站，这些数字化平台简单、便捷、易

得，不断丰富着孩子们的融入式英语学习体验，方便家长在家中或者工作环境中，随时与孩

子保持互动，共享学习的乐趣。 
 
迪士尼英语杭州中心现已开始招收学员。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www.disneyenglish.com，或拨

打 400 820 8066 咨询。 
 
关注迪士尼英语微博获得精彩学习内容： www.weibo.com/disneyenglish。 
 
编者手记  
 
杭州中心具体信息武林中心 
浙江省杭州市下城区环城北路 141 号永通信息广场东 1 楼 
 
萧山中心  
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工人路山阴路恒隆广场 D 幢 201 
 
关于迪士尼英语 
 
迪士尼英语是华特迪士尼公司的一个业务部门，旨在为中国儿童提供世界级的英语培训产品

和服务。华特迪士尼英语培训（北京）有限公司由迪士尼英语中国控股有限公司全资所有。

华特迪士尼英语培训（上海）有限公司由华特迪士尼公司与上海中智国际商务发展有限公司

在上海合作创立。上海中智国际商务发展有限公司专注于提供外语培训、汉语培训、国际商

务交流培训及职业化专业人才培训服务，在中国培训领域处于领先地位。迪士尼英语拥有一

个由中外教育及儿童培训专家组成的顾问团，致力于提供世界一流的英语课程。迪士尼英语

http://www.disneyenglish.com/
http://www.weibo.com/disney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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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于营造沉浸式英语学习环境，让英语学习重新充满乐趣，外籍培训师团队均以英语为母

语，能够在课堂上保持一贯的标准发音。除此之外，外籍培训师还拥有其它技艺，包括唱歌、

跳舞、戏剧表演等等，让学习过程更加深入，更加丰富，更具参与性。迪士尼英语目前已经

发展成为上海以及北京地区 大的儿童英语语言学习培训机构之一，在此期间，迪士尼英语

荣获了多项教育类奖项，包括美国教育出版协会 (AEP) 杰出成就奖(提名)以及中国著名互联网

门户网易颁发的全国十大少儿教育机构奖，这标志着迪士尼英语作为优秀品牌在英语语言学

习业界备受认可。 
 
若要或获取更多关于迪士尼英语活动和中心的信息，请登陆 www.disneyenglish.com 
 
消息来源  迪士尼英语

http://www.disneyenglis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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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新闻 – 娱乐新闻案例 

澳大利亚微电影《再一次心跳》正式上线 

数字平台融合名人号召力  创意传播达成精准营销 
 
北京 2012 年 4 月 10 日电 /美通社/ -- 澳大利亚旅游局今日协同亚洲人气巨星罗志祥、杨丞琳在

北京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澳大利亚首部旅游微电影《再一次心跳》，于 4 月 12 日在中国内

地及香港正式上线。该片将澳大利亚的人文风光以浪漫唯美的微电影形式呈现，并由此拉开

微电影数字营销的序幕，借助名人号召力及网络宣传推广吸引更多大中华地区的消费者赴澳

旅游。 
 
《再一次心跳》由著名导演陈正道执导，亚洲人气巨星罗志祥、杨丞琳领衔主演，讲述了一

段在充满浪漫惊喜的悉尼发生，在古典与现代并存的墨尔本升华，在返璞归真的塔斯马尼亚

寻觅真爱的心跳之旅，将目的地美景及旅游体验浓缩于 50 分钟的剧情中。发布会上，逾百家

中国媒体欣赏了《再一次心跳》独家曝光的精彩片花，并现场跟随两位主演罗志祥与杨丞琳

的足迹，直观感受澳大利亚的独特魅力及旖旎风光。 
 
澳大利亚旅游局北亚区总经理倪建华表示：“澳大利亚旅游局一直致力于以各种创新的营销

方式推广旅游。这次微电影推广结合视频网站与社交媒体的传播优势，将澳大利亚的旅游信

息通过名人影响力及多种数字平台精准传达到大中华区，以至亚洲各地区的目标人群，影响

更多频繁使用网络来规划和定制度假计划的消费者。” 
 
倪建华说道：“罗志祥与杨丞琳是亚洲人气偶像，在影视、音乐、舞台等各种艺术形式上都

能吸引大中华地区消费者的眼球。而著名电影导演陈正道的加盟，不仅是微电影质量的保证，

更令我们对结合影片故事内容推广目的地旅游充满信心。相信这部精心打造的微电影，将让

更多大中华地区的消费者领略澳大利亚各式各样的旅游体验，建立情感共鸣，带动更多人将

赴澳旅游付诸行动。” 
 
与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意见领袖及名人建立友好关系，借助他们的影响力宣传澳大利亚，是澳

大利亚旅游局一项长期的推广策略。随着微电影的推出，澳大利亚旅游局部署的一系列数字

营销战略也将随之展开，通过各类网络平台吸引消费者参与到此次活动中。 
 
《再一次心跳》微电影、以及由罗志祥主持的澳大利亚旅游体验短片将自 4 月 12 日起，分五

集于每周四 12 点在澳大利亚旅游局土豆网活动专区 australia.tudou.com 及 YouTube 专页 
Youtube.com/AustraliaHK 推出，并实时更新旅游目的地精彩剧照和风景照，观众可以跟随罗

志祥和杨丞琳的脚步，一同感受澳大利亚的美好和浪漫。 
 

http://www.australia.com/z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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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活动除了有新南威尔士州、维多利亚州及塔斯马尼亚州三地旅游局的积极参与外，也

得到了我们一直以来的战略合作伙伴 -- 国泰/港龙航空公司的大力支持，非常感谢他们对于这

次活动的高度配合。”倪建华补充道。 
 
为了让消费者在欣赏微电影的同时，更多地了解澳大利亚风光，并获得更多出行澳大利亚的

信息，土豆网活动专区还会提供电影拍摄地的景点介绍、国泰/港龙航空的机票讯息，以及澳

大利亚卓越旅游专家的行程推介，为观赏了《再一次心跳》而对澳大利亚心动的消费者提供

更多便利和出行信息。 
 
《再一次心跳》微电影第一支预告片于 3 月 28 日在土豆网活动专区首播后，其浏览次数迄今

已突破 160 万，新浪及腾讯微博转发评论量累计超过 3 万 5 千条。影片上线后，将从参与微博

转发及活动专区游戏问答互动的网友中抽取 7 名幸运者，免费送出国泰/港龙航空公司及澳大

利亚旅游局赞助的澳大利亚往返机票。 
 
中国目前已成为澳大利亚发展 快且 重要的旅游客源市场。在 2011 年，超过 54 万名中国游

客到访澳大利亚，较去年同期上升 20%，为旅游业带来超过 36 亿澳元的经济收入。澳大利亚

旅游局预计，2020 年中国游客赴澳消费支出将达到 90 亿澳元。 
 
消息来源  澳大利亚旅游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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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新闻 – 娱乐新闻案例 

2012 上海国际钢琴大师艺术周开幕音乐会激情奏响 

上海 2012 年 7 月 17 日电 /美通社/ -- 7 月 15 日晚，“2012 上海国际钢琴大师艺术周”开幕音

乐会在上海大剧院激情奏响，同时拉开了本届艺术周的序幕。 

 

开琴仪式简短特别 

 

在正式演出之前主办方举行了一个简短而特别的开琴仪式。著名旅美钢琴家、上海音乐学院

教授唐哲先生首先致开幕辞，开幕词中他对施坦威钢琴（上海）有限公司和施坦威中国代理

商支持本届艺术周表示感谢。 

 

随后，施坦威乐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兼 CEO Michael T. Sweeney（迈克尔·斯威尼）先生，

以及施坦威欧洲公司总经理、施坦威亚太区总裁 Werner Husmann（维尔纳·胡斯曼）先生受邀

上台，并将开启施坦威音乐会三角钢琴 D-274 的钥匙交与唐哲老师。上海音协主席陆在易先

生则向来自施坦威的斯 威尼先生和胡斯曼先生颁发了感谢信和赞助证书，台下顿时响起一片

热烈的掌声。 

 

这一特别的开琴仪式不仅预示着本届“上海国际钢琴大师艺术周”必将取得圆满成功，也预

示着本届艺术周期间，只要有黑白琴键跳跃的地方，就能看到施坦威家族钢琴的身影，听到

完美的“施坦威之声”。 

 

华丽的 D 小调听觉盛宴 

 

开琴仪式结束之后，当晚的演出正式拉开序幕。三位国际顶尖钢琴艺术家以及上海爱乐乐团

为观众呈现了一场华丽的 D 小调听觉盛宴。 

 

英国利兹国际钢琴大赛历史上首位女性冠军得主 Sofya Gulyak（索菲亚·古利亚克）率先登场，

为观众带来了利兹比赛的夺冠曲目 -- 勃拉姆斯《d 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古利亚的演奏中蕴

含着一种温柔和大气，清晰朗润的琴音飘扬在整个会场中，她指尖下的施坦威似乎也在传达

着一种新的灵魂与精神。 

 

http://www.steinway.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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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范.克莱本国际钢琴大赛三项大奖获得者 Barry Snyder（白瑞·施奈德）携手其弟子、青年

钢琴家江夏合作演出普朗克《d 小调双钢琴协奏曲》。观众聆听着两位钢琴演奏家在两架施坦

威音乐会三角钢琴上的亲切对话，体验这首协奏曲的无穷魅力。 

 

霍洛维茨大师的 后一位嫡传弟子 Eduardus Halim（埃杜瓦杜斯·哈灵）压轴登场，为观众奉

献了拉赫玛尼诺夫《d 小调第三钢琴协奏曲》，钢琴与上海爱乐乐团配合完美，那在施坦威黑

白琴键上不停舞动的双手更是展现出一种黑白交错的美。 

 

结语 

 

伴随着本届艺术周开幕音乐会的圆满落幕，精彩纷呈的艺术周活动也将拉开序幕。“大师音

乐会”、“大型公开课”、“小型公开课”、“专题讲座”、“波士顿论坛”、“琴动浦江

中国作品钢琴演奏比赛”等活动定会让人目不暇接。相信施坦威也会和顶尖艺术家一起为观

众带来美妙的音乐享受，伴观众一起感受古典音乐的艺术内涵！ 

 

关于“2012 上海国际钢琴大师艺术周” 

 

本次活动由上海市委宣传部大力支持，上海音乐家协会、上海大剧院、上海艺术人文频道联

合主办。 

 

为了推动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大繁荣大发展，进一步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2012 上

海国际钢琴大师艺术周”活动将于 2012 年 7 月 15 日-21 日正式举行。本次活动由上海市委宣

传部大力支持，上海音乐家协会、上海大剧院、上海艺术人文频道联合主办。活动引进国外

先进的大师班夏令营形式，并且全程使用施坦威家族钢琴，打造世界一流的钢琴艺术活动品

牌。 

 

本届艺术周活动期间将开设“大师音乐会”、“大型公开课”、“小型公开课”、“专题讲

座”、“琴动浦江中国作品钢琴演奏比赛”等系列活动，并邀请到全世界 顶级的艺术家助

阵，其中包括 20 世纪 伟大钢琴家之一、古典浪漫派 后一位钢琴巨人霍洛维茨大师的嫡传

弟子 -- 著名钢琴家埃杜瓦杜斯·哈灵（Eduardus Halim）；世界顶级国际钢琴大赛英国利兹国际

钢琴比赛历史上首位女冠军 -- 著名钢琴家索菲亚·古利亚克（Sofya Gulyak）；美国范·克莱本

钢琴大赛三项大奖获得者，著名钢琴家、教育家白瑞·施奈德（Barry Snyder）；美国吉娜·巴考

尔国际钢琴比赛金奖获得者，钢琴家、教育家，伊斯曼音乐学院钢琴系主任道格拉斯·亨弗瑞

斯（Douglas Humpherys）；华盛顿国际钢琴比赛第一名获得者，旧金山音乐学院教授、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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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著名钢琴家、教育家永井良和（Yoshikazu Nagai）；俄罗斯 古老的音乐学院 -- 圣彼得

堡音乐学院教授阿列克塞·索科洛夫（Alexey Sokolov）；我国钢琴教育界的灵魂人物 -- 著名钢

琴家、教育家鲍蕙荞、吴迎、邵丹、周薇、赵晓生以及著名指挥家张亮等等，意图为广大音

乐爱好者以及钢琴艺术爱好者们提供观摩、学习、交流国内外先进钢琴教育理念的机会，促

进中国与国际音乐界的交流，为中国音乐事业贡献力量。 

 

关于施坦威 

 

世界著名音乐家阿图尔·鲁宾斯坦 (Arthur Rubinstein) 曾说过：“施坦威就是施坦威，世界上没

有任何东西可与之相仿。”自 1836 年第一台施坦威钢琴诞生以来，施坦威从未间断过对 好

钢琴的追求，也从未止步于对钢琴构造和外观的改革创新。如今，施坦威已成为全世界现代

立式及三角钢琴制造的标尺。秉承创始人亨利·E·施坦威“制造 好的钢琴”的信念，施坦威

钢琴将不断突破和完美现代钢琴的制造技术，将“钢琴之王”的美名无限延伸。 

 

施坦威，159 年以来 伟大的钢琴品牌，以其 128 项专利奠定的精湛工艺、完美无瑕的声乐效

果、深邃高贵的品质内涵，陪伴人们永无止境地攀登艺术的巅峰。 

 

消息来源  施坦威钢琴（上海）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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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新闻 – 法律新闻案例 

迈克尔∙乔丹因姓名权遭侵犯向中国法院提起诉讼 

乔丹体育股份有限公司未经许可蓄意且毫无顾忌地使用迈克尔·乔丹的姓名并误导中国消费者 

 

北京 2012 年 2 月 23 日电 /美通社/ -- 美国篮球巨星迈克尔·乔丹已经向中国一家法院提起诉讼，

指控中国运动服饰生产商乔丹体育股份有限公司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使用其姓名。 

 

迈克尔·乔丹表示：“在我作为职业篮球运动员和从事商业活动的过程中，我为建立个人形象

及品牌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并为以我的名字和形象为标志的运动鞋和运动服品牌而深感自

豪。” 

 

“当我了解到有其他企业未经我许可便利用我的中文名字、球衣号码 23 号，甚至试图利用我

孩子的名字开展商业活动，我感到非常失望。我采取这一行动的目的是保护我所拥有的姓名

权及品牌。 

 

“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竞争的市场，中国的消费者与其他地区的消费者一样，在购买服装、

鞋子及其他商品时都有众多的选择。中国的球迷一直对我非常支持，对此我十分感激。我认

为他们对自己所要购买的商品具有知情权。 

 

“这项诉讼的目的不在于经济诉求，而是旨在对我姓名权的保护，是一个原则性问题。我计

划将诉讼有可能得到的任何经济赔偿用于发展中国的篮球事业。” 

 

“乔丹体育”注册和使用了“乔丹”这一名称，而在很多中国人心目中，这一名称早在迈克

尔·乔丹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在成名时就与其本人紧密联系在一 起。乔丹于 1984 年洛杉矶奥运

会期间第一次给中国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当时他效力的美国篮球队赢得了奥运金牌。1987

年中国第一次引进美国职业篮球全明星赛的电视转播，从那时起迈克尔·乔丹就长期频繁出现

在中国的电视荧屏上。 

 

根据中国法律，申诉姓名权的原告有权到法院申请其姓名不被侵犯和损害，其适用的情况如

下：1）原告本人为公众名人；2）被告出于不良目的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使用原告的姓名和

其他个人专属权益；3）对原告姓名和其他个人专属权益的使用给消费者在选择商品或服务中

造成误导，从而对原告造成伤害。近期，曾有其他运动员在类似案件中获得了胜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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欲了解更多有关该项诉讼的信息和迈克尔·乔丹就此发言的影像资料，请访问如下网

站：www.therealjordan.com。 

 

迈克尔•乔丹简介 

 

美国国家篮球协会（NBA）传奇人物迈克尔·乔丹于 2009 年 9 月正式入驻奈史密斯篮球名人纪

念堂。乔丹作为篮球运动员改写了这项运动的历史。他代表芝加哥公牛队参加过 13 个赛季的

比赛，10 次获得得分王的称号。他创下 NBA 联赛每场得分 30.1 分的 高记录，他在整个职

业生涯中共得分 32,292 分，是 NBA 有史以来第三大得分手。迈克尔·乔丹率领芝加哥公牛队

六次获得 NBA 联赛冠军称号，每次他都被评为 NBA 总决赛 有价值运动员（MVP）。他曾

五次被评为常规赛季 有价值运动员，1991 和 1992 两年他同时获得常规赛季和总决赛 有价

值运动员的称号。 

 

2010 年 3 月，乔丹成为夏洛特山猫队的主要股东。此前四年间，乔丹曾是该队的股东之一，

并负责管理球队的篮球运营。乔丹是首位成为 NBA 球队主要股东的前 NBA 运动员。 

 

联络方式 

 

欲进一步了解本案在中国的诉讼情况，请联系： 

Realjordan@brunswickgroup.com。 

美国：博然思维集团华盛顿办公室 电话 +1 202 393 7337 

中国：博然思维集团北京办公室 电话 +86 10 5960 8600 

 

欲了解关于迈克尔·乔丹的其他信息，请联络 Estee Portnoy 或 Alyson Sadofsky： 

Michaeljordaninfo@jumpdc.com。 

 

消息来源  Michael Jordan/JumpDC 

 

http://www.therealjordan.com/
mailto:Realjordan@brunswickgroup.com
mailto:Michaeljordaninfo@jumpd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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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新闻 – 法律新闻案例 

美利肯公司赢得专利侵权诉讼 

上海 2012年 7月 19日电 /美通社/ -- 美利肯公司赢得涉及浙江八方电信有限公司及杭州乐发网

络技术有限公司的专利侵权诉讼。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日前作出判决，认定此前为浙江八方电信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的杭州乐

发网络技术有限公司生产并销售的纺织类子管，侵犯了美利肯公司在中国拥有独家许可并在

诉讼中主张的纺织子管专利。在判决中，法院判令侵权方立即停止生产和销售侵权产品，并

赔偿美利肯公司的损失。 

 

美利肯将继续致力于在中国及其它开展业务的地区保护其知识产权。“我们的纺织子管技术

正帮助中国市场从根本上应对其不断增长的数据通信需求，”美利肯公司的全球市场经理 

JOHN HEPFINGER 先生说，“这一判决进一步增强了美利肯公司继续向中国引入创新的基础

设施解决方案的信心，我们相信美利肯公司及其合作伙伴和客户的利益均会得到充分的保

护。” 

 

关于美利肯公司： 

 

美利肯公司系自 1865 年起即致力于探索、发现和创造而不断提升人民生活的创新型公司，其

创新团队的努力使得美利肯公司成为拥有美国专利 多的私有公司之一。通过专注于包括特

种化学品、商业地毯和功能性材料在内的广阔领域，我们在全球各地每天为人民的生活提供

真实价值，提高健康与安全水平，并使世界更可持续地发展。更多信息，请访

问 www.milliken.com。 

 

消息来源  美利肯公司 

http://www.millike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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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新闻 – 环境新闻案例 

纽蒙特矿业公司公布康加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估细节 

丹佛 2011 年 12 月 8 日电 /美通社/ -- 纽蒙特矿业公司 (Newmont Mining Corporation)(NYSE: 
NEM) 今天公布了康加 (Conga) 项目 2010年 10月获准进行的环境影响评估 (EIA) 的更多细节。

康加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估在获得秘鲁能源矿业部批准之前由 12 个机构进行审核。审批前期准

备程序 -- 公众参与过程涉及邻近社区、卡哈马卡地区和其他地区的约 13,000 名居民。 
 
“康加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估遵循秘鲁政府依据该国研究 为透彻的采矿项目之一设计的流

程。”纽蒙特矿业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Richard O'Brien 表示，“环境和社会影响分析建立

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企业历经 13 年开展的全面研究基础上。公众参与过程透明且公开，三年

内任何人有疑问或意见均可提出质询。” 
 
康加水资源保护计划相关情况说明书中列出的主要事实包括： 
 

• 四个水库将取代康加项目地块内的四个湖泊； 
• 这些水库的蓄水量是那些湖泊现有水量的一倍以上；并且 
• 水库可全年向下游用户供水。 

 
以水库取代康加项目地块内的四个湖泊的提案解决了当地农民的用水需求，全年稳定的供水

将让他们摆脱目前在旱季没有可靠水源的窘境。康加的环境管理计划包括项目建设运营期间

对水质的保护。 
 
纽蒙特矿业公司简介 
 
纽蒙特矿业公司 (www.newmont.com) 创立于 1921 年，1925 年上市，是世界上 大的金矿公司

之一。该公司总部设在科罗拉多州，拥有 35,000 多名员工和承包商，其中大部分在美国、澳

大利亚、秘鲁、印度尼西亚和加纳的核心业务区工作。纽蒙特矿业公司是标准普尔 500 种股票

指数内唯一的金矿企业，2007 年成为第一个获选进入道琼斯可持续发展世界指数 (Dow Jones 
Sustainability World Index) 的金矿公司。纽蒙特矿业公司能够执行环境管理高标准、重视员工

的健康与安全，并且能够为业务所在社区和股东创造价值和机遇，这些都反映出其在行业处

于领先地位。 
 
消息来源  纽蒙特矿业公司 

http://www.newmont.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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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新闻 – 环境新闻案例 

第四届中国绿色数据中心技术大会 9 月将在京举行 

北京 2012 年 7 月 25 日电 /美通社/ -- 绿色数据中心已是耳熟能详，深入人心。尽管如此，还有

一些关键问题亟待解决，而这些将在中国数据中心产业发展联盟主办的“2012 中国绿色数据

中心技术大会”上找到答案。 
 
谈到存在的问题，中国数据中心产业发展联盟秘书长郑宏表示，一些焦点技术，如供电技术

中高压直流供电、制冷技术中的免费制冷、数据中心升温、高效配电与灵活性的问题，如开

关的问题、柴油发电机的问题，以及数据中心的热回收问题，集装箱技术的实用性问题等等，

由于缺乏权威性指导，影响了这些绿色节能技术的应用和推广。 
 
“以 PUE 为例，国际上有些数据中心可以达到 1.05 左右的水平，主要适合采用分布式结构的

互联网企业，对于金融行业并不适用。如何针对数据中心不同可靠性需求，采用适合的绿色

节能技术，这也是本次技术大会所关注的内容。”郑宏说。 
 
在本次会议上，中国数据中心产业发展联盟将联合美国 Uptime Institute 委员会、清华大学等

机构，首次推出“2012 年中国数据中心产业发展白皮书”，将发布有关中国数据中心产业发

展规模、UPS、空调、机柜、监控等产品市场规模的调查数据及预测，同时也将发布 20 多种

绿色节能新技术的应用情况，主要问题和推广障碍，这也是中国数据中心发展联盟首次对外

公开发布的调查报告。 
 
此外，中国数据中心产业发展联盟旗下绿色节能专家委员会还将针对国内数据中心应用状况

进行研究，推举“绿色数据中心示范单位”，推荐“优秀绿色节能产品与解决方案”，树立

绿色节能标杆企业，推动绿色节能技术产品和应用。本次会议将围绕“自建还是外包”、“数

据中心模块化”、“高效可靠供电技术”、“高压直流供电产业环境建设”、“自然冷却技

术和应用”等主要议题展开，力求全方位展现目前阶段绿色节能技术应用发展，满足用户需

要，推动产业发展。 
 
目前，报名工作已经开始，用户可以通过 http://www.idcun.com/topic/cloud201209/registered.php 
进行注册，报名参加 2012 中国绿色数据中心技术大会。 
 
消息来源  中国 IDC 产业联盟 

http://www.idcun.com/green_idc/
http://www.idcun.com/green_idc/
http://www.idcun.com/green_idc/
http://www.idcun.com/topic/cloud201209/registered.php
http://www.idcun.com/green_id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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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新闻 – 物流新闻案例 

永恒力叉车达人秀惊艳亮相 2012 亚洲物流双年展 

上海 2012 年 6 月 12 日电 /美通社/ -- 2012 年 6 月 5 日至 7 日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为期三天的

第五届亚洲物流双年展已经圆满落幕。永恒力叉车（上海）有限公司作为本次展会现场“叉

车达人秀”活动的赞助商，为展会带来了 10 台 新款的电动叉车。 

 

在活动的现场，除了精彩的美女驾车演示外，到场的观众可以在她们的指导下现场试驾。试

驾的车型囊括了立体仓库使用 普遍的三种车型，它们是电动平衡重叉车 EFG 216，前移式叉

车 ETV 214 以及电动堆垛机 EJC 112。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永恒力 2011 款前移式叉车 ETV 214，该款叉车完全按照人体工程学原理设

计，座椅、方向盘、椅背角度，甚至座椅背部的支撑弧度都可调节。悬浮座椅弹性好，减震

佳，能够 大程度保护驾驶员的脊椎。用于操控液压功能的右手可靠在带弧度的扶手上，使

得操作者更加舒适。分立式操作手柄，集提升、前移、侧移于一体，由于使用了 Can-bus 系统，

整个操控非常灵敏。180 度和 360 度两种转向模式，轻轻按下按钮即可轻松实现切换。驾驶者

可通过 Lisa 显示屏上的图示清晰直观的了解当前模式状态。驾驶者可根据不同工况选择了三

种驾驶模式，加强模式下性能达到 强，节能模式下可使使用时间更长。这款车型的驱动、

提升、转向马达均采用了三项交流电机，动力强劲，能耗较同类型产品节省了 10%。 高能

提升到 10.7 米，到 8 米 7 还可实现满载，是高架仓库的 佳选择。 

 

现场试驾中，观众们尤其对永恒力叉车强劲的性能，灵敏地操作感兴趣，同时对完美靓丽的

黄色外观设计留下了深深的印象，纷纷试驾并合影。本次展会不仅有来自京东商城、中外运

等新老客户到场，在开幕式当天更有德国联邦交通运输、建筑及城市发展部副部长 Andreas 

Scheuer 博士和上海市原副市长、现代服务业联合会会长周禹鹏先生亲临永恒力展厅亲自试驾

叉车。 

 

在 后一天的达人秀决赛中，来自各行各业的观众们，在永恒力工程师的指导下，从没有叉

车驾驶经验的新手，到自如地操作叉车完成货物平面搬运、托盘纵深堆垛和货叉精确取货等

各项操作，在如火如荼的比赛中，轻松愉快地感受来自德国的永恒力叉车优越的操作性能，

以及驾驶的安全和人性化设计。 终有四位观众通过了托盘搬运大战、金字塔探险、芝麻开

门连续三关的考验，成为 终的获胜者，他们得到了精致的 1：25 永恒力车模作为大赛的奖品。 

 

关于永恒力 

http://www.jungheinrich.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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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恒力公司在物料搬运设备制造、仓储及物流工程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现已成为生产型

物流服务提供商，可为客户提供全系列叉车、货架系统，服务范围涵盖整个内部物流。永恒

力公司成立于 1953 年，总部位于德国汉堡。公司股票现可在任何一家德国证交所交易。 

 

消息来源  永恒力叉车（上海）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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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新闻 – 物流新闻案例 

基华物流与畅联物流签署战略合作备忘录 

双方将探讨如何在保税物流领域展开合作 
 
上海 2012 年 7 月 4 日电 /美通社/ -- 世界领先的供应链管理公司 -- 上海基华物流（CEVA 
Logistics）今天宣布与上海畅联国际物流有限公司（SLC）签署战略合作备忘录，双方将在此

基础上探讨如何在保税物流和供应链管理领域开展广泛的合作。 
 
基华物流不久前刚宣布买断旗下从事国内陆运的合资企业 CEVA Ground，并计划于短期内对 
CEVA Ground 的网络和运输管理矩阵系统与 CEVA 的国际网络和全球信息技术系统完成整

合。而这次与畅联国际物流即将展开的合作则侧重于保税物流及供应链管理相关的增值服务。

此举进一步体现了 CEVA 努力拓展其在中国的服务范围。 
 
上海畅联国际物流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1 年，投资方为：浦东国资委、上海仪电集团和上海外

高桥保税区联合发展有限公司。畅联物流致力于成为专业的进出口和保税物流服务提供商，

已经成为上海 具规模的物流服务供应商。 
 
基华物流大中华区执行副总裁 Martin Thaysen 说：“与优秀的中国本土企业展开广泛的合作是

我们拓展中国市场的重要策略。通过利用双方的优势实现强强联合，提升 CEVA 在中国的通

关及保税物流服务水平，从而提升全供应链的整体效率。为客户不断提升服务水平，是我们

在中国市场的 终目标。” 
 
“我们很高兴与基华物流签订此项战略合作备忘录，”畅联物流总裁徐峰补充道，“我们将

在此框架下探讨跨国供应链深度的合作，期待双方的合作能够成为国际 佳实践与本土经验

完美融合的典范。” 
 
基华物流 -- Making business flow 
 
作为世界领先的供应链管理公司，基华物流面向全球为大中型国内和跨国公司设计与实施一

流的解决方案。基华物流的全球整合网络包括遍布 170 多个国家分级机构以及 51,000 多名员

工；一切都致力于一如既往地提供优秀的运营和供应链解决方案。在 2011 年 12 月 31 日截止

的财年中，集团实现了 69 亿欧元营收。欲了解更多详情，请访问公司网

站：www.cevalogistics.com。 
 
安全港声明 
 
本新闻稿和其他不属于历史事实的陈述可能包含前瞻性陈述。除上文提到的假设外，还有一

些因素可能导致实际结果和发展情况不同于这些前瞻性陈述，这些陈述包括但不限于有关近

http://www.cevalogistic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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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和未来的政策变化和技术的发展带来的实际影响，全球化，主要经济体的消费水平，在亚

洲，欧洲和美国的经济衰退，包括在汽车行业的经济衰退，营销和促销支出水平，竞争对手

和合资伙伴的行动，雇员成本，未来汇率和利率，税率变化，未来的业务合并或处置和其他

因素的意外成本，风险因素和其他在基华 近的年度报告中详细介绍的因素。有关公司及其

业务的更多信息，包括可能对公司财政业绩产生重大影响的因素，请参阅公司网站上的公司

年度和季度报告。如果这些风险或不确定性中的一个或多个成为现实，或此类风险发展导致

的结果恶化，或假设被证明为不正确，则实际结果可能会与预测或预期出现本质差异。基华

不承担因新信息、未来事件或其它任何因素出现而公开更新或修订此类声明的意向或义务。 
 
了解更多信息请垂询： 
 
基华物流 
韦锡婷 
+86-21-2310-7688 
Anita.Wei@cevalogistics.com 
 
畅联物流： 
刘明 
+86-21-2089-5888 
lium@shftz.com 
 
消息来源  基华物流 
 

mailto:Anita.Wei@cevalogistics.com
mailto:lium@shftz.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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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新闻 – 海事造船业新闻案例 

第二届可持续船舶技术中国峰会即将召开 

船东等将面对面探讨船舶能效和温室气体问题 
 
上海 2012 年 4 月 27 日电 /美通社/ -- 国际海事组织（IMO）海上环境保护委员会（MEPC）第

63 届会议（以下简称“委员会”）已于 2012 年 2 月 27 日-3 月 2 日在英国伦敦召开。船舶能

效和温室气体（GHG）成为本次会议的两大主题。如何通过相关法律和实施规范来减少温室

气体的排放并减少对空气的污染已成为国际范围内普遍认识并加以重视的问题。由中国国际

海事展 (Marintec) 官方支持的第二届可持续船舶技术中国峰会将汇聚各大船东、船级社、船厂、

设计院和方案供应商，于今年 6 月 19-20 日在上海共同探讨船舶能效和温室气体问题。 
 
香港船东协会主席 Authur Bowring 将在该会议上做开幕演讲，他将探讨绿色规范对于船东在

实施层面上的影响。主要议题会涵盖如果控制“绿色成本”，海洋环境保护委员会第 63 次会

议 新进展，欧盟及船级社的相关规范等。 
 
日本船级社董事长 Noburu Ueda，马士基航运远东班轮操作中心总监白谦等将与业内分享他们

的可持续船舶案例；三菱重工船舶海洋事业部总经理 Naoki Ueda，美国总统轮船北亚区市场

总监 Peter Tan 等将就船舶运营、能效的成本与管理展开精彩讨论。此外，会议第二天的议题

还将涵盖液化天然气燃料船、压载水管理等热点话题。 
 
如欲获得更多有关第二届可持续船舶技术中国峰会信息，请参见 www.sstconference.com 或发

送电邮至 conferencechina@ubm.com。 
 
关于 UBM Asia 
 
亚洲博闻有限公司隶属于伦敦股票交易所上市的博闻公司。亚洲博闻总部设于香港，子公司

遍布亚洲，包括在上海、杭州、广州及北京的博闻中国。集团拥有逾 200 个媒体产品，涵盖三

个领域:商贸会展、杂志及在线产品/服务。亚洲博闻是亚洲首要的展会主办单位，也是中国和

印度两大快速发展的市场之 大的商贸展会主办商。公司举办 150 个商贸展会、出版 34 本高

质专业杂志，以及营运 14 个垂直网站，为来自全球逾 1,000,000 名参展商、买家、会议代表、

广告商及读者提供高质素的会面 商贸配对、实时市场动向、网上贸易网络、行业信息中心及

采购和市场推广平台。亚洲博闻的办事处遍布亚洲，东达日本，西至土耳其，在 18 个主要城

市共有 1,000 名员工。 
 
关于可持续船舶技术中国峰会 
 
可持续船舶技术中国峰会由博闻会议主办，中国国际海事展 Marintec，上海市船舶与海洋工程

学会，国际船东协会联合会及国际船级社协会大力支持。 

http://www.sstconference.com/
http://www.sstconference.com/
http://www.sstconference.com/
mailto:conferencechina@ub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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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可持续船舶技术中国峰会于 2011 年 7 月 20-22 日在上海锦江饭店成功举行。158 位来自船

东/航运公司、船级社、设计单位、造船厂/修船厂、技术/设备供应商、船舶经纪、咨询机构的

高层决策者参加了会议并共同就国际规范与市场动态、液化天然气驱动船、营运效率和管理、

推进系统、压载水管理系统、岸电变频系统、安全可持续的船舶回收等 7 大行业焦点展开深入

探讨与分享彼此经验。 
 
会议得到了日本船级社、美国船级社、挪威船级社、瓦锡兰公司的大力赞助。国际船东协会

联合会、国际船级社协会、国际海事组织、欧盟委员会运输与交通总署、中国船级社、韩国

船级社、马士基、曼集团、阿法拉伐等国际组织及公司出席并发表精彩演讲。日本海事协会、

德国劳氏船级社、熔盛重工、江苏韩通、三菱重工、长荣海运、东方海外货柜航运、江东船

厂、中外运集装箱运输有限公司船舶管理中心、中船重工集团公司 702 研究所、中国船舶工业

集团公司 635 研究所、中国船舶及海洋工程设计研究院、中航工业沈阳发动机设计研究所等公

司亲临现场聆听会议并对会议给予高度评价。 
 
第二届会议将于今年 6 月 19-20 日在上海举行。详情可查询 www.sstconference.com。 
 
媒体联系： 
 
Jennifer Liu 
博闻会议 
中国上海南京西路 388 号仙乐斯广场 9 楼 
电话：+86-21-61573918 
电邮：jennifer.liu@ubm.com 
 
消息来源  UBM Asia 

http://www.sstconference.com/
mailto:jennifer.liu@ub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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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新闻 – 海事造船业新闻案例 

阿波罗推出船用火灾报警的新款警铃、警笛和闪灯 

上海 2012年 5月 22日电 /美通社/ -- 领先的防火产品制造商阿波罗防火探测器有限公司 近推

出了多款船用新型警铃、警笛和闪灯。阿波罗新款产品专为船用市场中的信号发送需求而设

计，产品涵盖简单易用的警铃、独立式的警笛和闪灯或集声光于一体的声光报警器，可提供

多级输入电压和各种输出警报声音/闪光效果。 
 
图片：http://halmapr.com/apollo/apo0412marinerange.jpg 
 
针对船用市场的新产品包括：防火产品市场上 受欢迎的 Roshni Low Profile (RoLP) 警笛、

Flashni 声光报警器、已获专利的低电流 Electronic Solenoid 警铃、6 英寸机动警铃 24 伏直流电、

Solista Maxi LED 闪灯、IP66 级 Asserta 110-120 分贝警笛以及声光报警器。 
 
作为 值得信赖的防火产品制造商之一，阿波罗因其产品的可靠性而闻名，并在提供产品终

生质量保障方面处于行业领先地位。对于具有潜在危险和高水准的耐磨损需求的船用火灾报

警市场来说，阿波罗产品的可靠品质所带来的附加值是显而易见的。 
 
关于阿波罗 (Apollo) 和豪迈 (Halma) 
 
阿波罗防火探测器有限公司是世界领先的商业和工业应用的传统和模拟寻址烟雾和热探测器

的制造商之一。该公司的产品销往 100 多个国家，并赢得了三个英国女王出口成就奖。 
 
阿波罗的探测器举行全球产品认证，先后通过 LPCB，ISO 9001 质量体系认证和 ISO14001 环
境管理体系认证。可以访问阿波罗网站 www.apollo-fire.cn 了解详情。阿波罗是豪迈集团旗下

子公司。创立于 1894 年的豪迈是国际安全、健康及传感器技术方面的领军企业，伦敦证券交

易所的上市公司，在全球拥有 3700 多名员工，约 36 家子公司。豪迈目前在上海、北京、广州、

沈阳和成都设有代表处，并且已在中国开设多个工厂和生产基地。 
 
欲了解 新豪迈中国新闻并订阅 RSS，请访问豪迈中国新闻博客： 
http://halmapr.com/news/halmacn/。 
 
消息来源  阿波罗 
 

http://www.apollo-fire.com.cn/
http://halmapr.com/apollo/apo0412marinerange.jpg
http://www.apollo-fire.cn/
http://halmapr.com/news/halma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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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GS 专业助力“中国制造之美”评选 提升中国制造品质 

广州 2012 年 4 月 25 日电 /美通社/ -- 近日，全球领先的第三方检测认证机构 -- SGS通标标准技

术服务有限公司中国大陆及香港区轻工产品事业部总监曾啸虎先生近日出席在广州希尔顿酒

店举办的 2012“中国制造之美”年度评选活动新闻发布会，正式宣布 SGS 受邀成为该活动的

顾问机构，为其制定相应的评选标准，携手社会各界，共同致力于提升中国制造的品质，促

进中国制造的转型与升级。 
 
“‘中国制造之美’评选是一项非常有意义的活动，它为国内中小企业搭建起了一个极佳的

展示平台，有助于‘中国制造’塑造正面积极的海内外形象。”曾啸虎先生在谈及本次评选

活动时说，“很高兴能有机会与各方有识之士合作，共同为‘中国制造’的深入发展做出应

有的贡献，这与 SGS 一直秉承的关注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是相一致的。” 
 
本次评选活动是由南方周末报社与中国制造网联合主办，该评选专为中小企业产品而设，旨

在发掘“中国制造”的新价值、新亮点，推出一批能代表现代中国制造业水平，且富有创新

的优秀产品，改变国内外对“中国制造”产品廉价低质的成见，同时鼓励中小企业进行自主

知识产权的产品研发，对进行产品升级改造，赢得更大的海外市场。 
 
作为此次“中国制造之美”评选活动的特邀顾问，SGS 将对此次活动的参赛产品资格和类别

进行划分，并严格进行相应产品质量的认证，在评选标准的制定过程中，SGS 将会从产品的

安全性、环保性、节能性、实用性、舒适性等方面入手，充分体现“绿色、环保、可持续发

展”的理念，希望能借此评选出具有民族代表性或是创新意义的产品，并以此激励参赛企业

及个人在此过程中不断提升自身的技术水平和生产能力，来满足或超越评选标准要求。 
 
作为第三方商业检测机构中的领先者，SGS 在中国的发展已有二十年，服务领域遍及玩具、

轻工、纺织品、电子电气产品、食品、工业等多个行业。SGS 发挥了其公正、公平、独立第

三方机构的作用，切实帮助提升企业产品质量、优化管理流程，帮助中国出口型企业合理规

避风险、逾越贸易壁垒，为促进中国进出口贸易发挥了重要作用。 
 
相关链接  
 
关于 SGS 
 
SGS 集团是全球领先的检验、鉴定、测试和认证机构，是公认的质量和诚信的全球基准，拥

有 70,000 多名员工、1,250 多个分支机构和实验室，服务网络遍及全球。 
 

http://www.cn.sgs.com/zh/
http://www.cn.sgs.com/z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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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GS 通标标准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是 SGS 集团和隶属于原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的中国标准技术

开发公司共同建成于 1991 年的合资公司，在中国设立了 50 多个分支机构和几十间实验室，拥

有 10,000 多名训练有素的专家。 
 
SGS 的服务能力覆盖农产、矿产、石化、工业、消费品、汽车、生命科学等多个行业的供应

链上下游。近年来，我们在环境、新能源、能效和低碳领域不断创新、锐意进取，致力于以

专业的检测和认证服务推动经济、环境和社会的和谐共赢，为国内外企业、政府及机构提供全

方位可持续发展解决方案。 
 
作为优秀的企业公民，SGS 始终以负责任的态度经营企业、回馈社会。如在甘肃贾家屲地区

援建校舍并长期派驻支教员工，切实改善当地教育条件；对办公场所进行能效评估和改造，

减少碳排放；并在全国各分支机构持续开展捐资助学、扶贫帮困、赈灾救危、保护环境等公

益活动。 
 
凭借卓越的服务和可持续发展实践，公司荣膺“ 佳检验认证机构奖”、“ 受信赖的外贸

服务商”、“跨国公司中国贡献奖”、“快速反应公司奖及服务创新奖”、“中国 佳服务

特色奖”、“中国外贸贡献奖”、“中国质量诚信企业”、“社会责任优秀企业”、“中国

佳人力资源典范企业”、“ 受企业欢迎培训机构”等荣誉，成绩斐然，贡献卓著。 
 
消息来源  SGS 通标标准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http://www.cn.sgs.com/zh/agriculture_cn?lobId=21522
http://www.cn.sgs.com/zh/minerals_cn?lobId=21716
http://www.cn.sgs.com/zh/oil_gas_and_chemicals_cn?lobId=61989
http://www.cn.sgs.com/zh/industrial_cn?lobId=59551
http://www.cn.sgs.com/zh/consumer_testing_cn?lobId=19518
http://www.cn.sgs.com/zh/automotive_cn?lobId=74858
http://www.cn.sgs.com/zh/life_science_services_cn-2?lobId=10027423
http://www.cn.sgs.com/sustainability
http://www.cn.sgs.com/sustain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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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福乐迎来打假行动的又一次胜利 

北京 2012 年 7 月 27 日电 /美通社/ -- 近日，在海福乐五金（中国）有限公司的申请下，北京市

工商行政管理局丰台分局成功查处了销售假冒海福乐注册商标产品的多家商铺。工商执法人

员在公安干警的配合下，对商铺进行了联合突击检查，在现场发现并清理出大量假冒德国海

福乐（HAFELE）标识的违法商品，包括铰链、轨道等。 

 

海福乐是世界著名五金品牌，1996 年即在中国注册了商标。长久以来，海福乐在国内市场上

深受假冒伪劣商品的侵害。假海福乐产品在质量及功能上均与正品存在非常大的差距，严重

危害了消费者的权利与利益，对海福乐的品牌造成了极其恶劣的影响。面对日益严峻的问题，

海福乐一直把打假作为长期的工作重点，积极与政府及媒体合作，力争 大程度保障消费者

的合法权益。此次海福乐成功维护了自身的商标权利与信誉，在打假之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

步。 

 

海福乐提醒广大消费者从正规渠道购买五金产品，并且认准企业商品标识，需要时可联系海

福乐各地分公司或零售店进行咨询。 

 

德国海福乐五金集团 

 

海福乐是享誉世界五金行业的知名品牌，成立于 1923 年，总部设在德国纳戈尔德。海福乐在

德国拥有 5 个生产工厂，在全球三十多个国家设有分公司，销售及服务网络遍及世界 150 多个

国家和地区。员工总数超过 5000 人，是世界上 大的家具五金及建筑五金生产及供应商之一。 

 

海福乐在中国 

 

海福乐五金（中国）有限公司是德国海福乐五金集团在中国投资的外商独资企业，位于北京

天竺空港工业区 B 区。除北京总部外，海福乐还在上海、广州和成都设有分公司，在深圳设

有体验馆。公司总建筑面积约 9000 平米，包括办公区、展厅、仓储区及其他工作区域。常年

保持近 6000 种产品的库存。 

 

海福乐是北京银泰中心柏悦酒店、国家博物馆、北京合生霄云路 8 号、天津津门津塔、上海陆

家嘴国金中心、杭州洲际酒店、三亚凤凰岛、深圳益田威斯汀酒店等项目的五金供应商。更

多信息，请访问：www.Hafele.com.cn。 

http://www.hafele.com.cn/
http://www.hafel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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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联系： 

 

徐蕾 

海福乐五金（中国）有限公司 

电子邮件：lei.xu@Hafele .com.cn 

电话：+86-10-8048 2686*587 

传真：+86-10-8048 2885*587 

www.Hafele.com.cn 

 

消息来源  海福乐五金（中国）有限公司 

 

mailto:lei.xu@Hafele%20.com.cn
http://www.hafel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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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新闻 – 农业新闻案例 

2011 中国南丰国际蜜桔文化节隆重举行 

江西省南丰县 2011 年 11月 23 日电 /美通社/ -- 2011 中国南丰国际蜜桔文化节于 11 月 9日如期

举行。本届蜜桔文化节的内容有傩舞踩街及道教妆迎、经贸洽谈会、开幕式暨大型文艺晚会、

焰火晚会、南丰蜜桔出口产业园剪彩仪式和南丰蜜桔走向世界论坛等节庆活动。 
 
11 月 10 日上午 8：36 分“南丰蜜桔出口产业园剪彩仪式”在江西泰纳南丰蜜桔有限公司南丰

蜜桔出口产业园大门口隆重举行，围绕主题“南丰蜜桔出口平台，勇当中国果业发展典范”

进行。参加剪彩仪式的有：省、市、县的各级领导、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客商、水果连锁

超市的合作商、媒体记者等社会各界人士代表，南丰县人民政府县长许中伟在剪彩仪式上肯

定了江西泰纳南丰蜜桔有限公司 -- 南丰蜜桔出口产业园作为第一批国家农业产业化示范基地

的开业对南丰县加速做大做优做强南丰蜜桔产业具有引擎推动作用，公司总裁陈泉龙介绍了

江西泰纳南丰蜜桔有限公司南丰蜜桔出口产业园的建设情况。中国企业报、人民网、江西频

道网、中国经济网、南丰县人民政府网纷纷报道了江西南丰蜜桔有限公司南丰蜜桔出口产业

园 – “全国首家农业产业化水果出口示范产业园”。 
 
上午 9：40 分，“南丰蜜桔走向世界论坛”在南丰县人民政府行政大厦七楼召开，论坛主题围

绕“加强南丰蜜桔出口，提升中国果品国际竞争力”开展，公司总裁陈泉龙围绕论坛主题就

南丰蜜桔的出口现状、加大直接出口的可行性、提升国际竞争力的关键点、促进南丰蜜桔出

口的建议等内容做了“加强南丰蜜桔出口，提升国际竞争力”的专题报告。中国果品流通协

会秘书长鲁芳校、北京大学教授龙军生、江西省进出口检验检疫局领导江望锦及抚州市果业

局高级农艺师曾智富、侨泰国际金控集团 Jared Peter Febbroriello（范瑞德）等嘉宾领导在座并

做了报告讲话，全国有关专家、省、市、县有关领导、出口企业负责人和客户代表，有关媒

体记者、南丰县直有关单位、乡镇领导、县蜜桔协会部分会员共 100 余人参加了本次论坛。 
 
通过蜜桔文化节的活动扩大了江西泰纳南丰蜜桔有限公司南丰蜜桔出口产业园的知名度和社

会影响力，体现了公司是国家重点龙头企业和南丰蜜桔品牌的领头羊，为公司加强南丰蜜桔

出口，提升国际竞争力在更大范围取得了共识并营造了发展环境，为提升南丰蜜桔出口产业

园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奠定了基础。 
 
消息来源  江西泰纳南丰蜜桔有限公司 
 

http://www.taina.cn/cn/lieb.asp?id=1132
http://www.taina.cn/
http://www.taina.cn/
http://www.taina.cn/
http://www.taina.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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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易养猪场正式落户浙江安吉 

试验“第三代养猪模式”，要为中国品质食品探寻出路 
 
北京 2011 年 3 月 23 日电 /美通社/ -- 3 月 23 日，网易公司对外正式宣布，养猪场落户浙江省湖

州市安吉县。标志着网易养猪项目前期工作正式完成，带有强烈社会公益事业色彩的网易养

猪试验经过两年辛苦努力，已取得里程碑式的成果，开始进入全面实施阶段。 
 
1200 亩建养猪实验场 
 
网易养猪场位于长三角腹地的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总面积约 1200 亩。安吉有“中国美丽乡

村”美誉，是全国首个生态县，拥有百万亩竹林，是长三角地区的天然绿色氧吧。安吉极佳

的自然地理条件、将现代文明与生态文明融合的理念和实践经验，使其成为浙江省不可多得

的生态养猪基地。 
 
为使环境对猪的影响 优，网易 CEO 助理周炯透露，网易还请到清华大学人居设计的顶尖团

队来设计养殖场：“中国南极考察站就是这支团队设计的，在养殖场里，实现湿度温度的精

确控制，让猪生活在一个 舒适的环境中。” 
 
“我们的目标是建一座网易养猪示范基地，它可以在其它地方复制，而不是只做‘一锤子’

买卖。”周炯表示，“网易从猪场建设、生猪养殖、屠宰等各环节，探索安全健康的生态养

猪新模式，为中国的食品安全事业开辟道路。” 
 
2 年从 48 个备选地中选择安吉 
 
猪场选址是前期筹备工作的重中之重。为了使猪能够享受一个适合生长的优质环境，网易以

严谨扎实的工作态度，在 48 个备选地中优中选优。经过来自欧洲、美国和国内多名业内顶尖

专家的考察论证，综合考虑地质灾害调查、地下水文勘测、土壤条件评估、生物安全测定、

交通组织考察和其它饲养条件等因素，浙江省安吉县 终成功获选。 
 
网易农业事业部总经理毛山表示，之所以选择安吉，“一是因为安吉的生态环境好，有利于

猪的健康成长；二是安吉产业配套完善；三是通过沟通了解，湖州和安吉的地方政府具备良

好的服务意识。” 
 
湖州市委高度重视网易养猪项目在安吉的落户。此前曾有媒体报道称因为担心太湖遭到污染，

湖州不欢迎网易养猪场建设在此。市领导在全市干部大会上公开表示：“网易是有实力的大

企业，丁磊是著名的企业家，如果丁磊愿意来湖投资，只要项目符合产业政策、能够处理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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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保问题，我们非常欢迎，而且会提供优质的服务。”此后，领导对网易养猪项目落户事宜

多次过问，指示一定要办好落实，提供优质服务。 
 
网易养猪项目落户地考察期间，安吉县负责招商的主要领导更是多次亲自带队到网易公司考

察并征求服务意见，允诺将全力以赴搞好招商引资的服务工作，展示出地方招商引资的魄力

和诚意。网易 CEO 丁磊也曾受邀亲到湖州参与猪场的考察选地工作。 
 
安吉县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王昌慧表示：“网易猪场项目落户安吉，我们也深感荣幸。地方

与企业本就是互赢的关系，企业不仅有盈利的需求，更有社会责任在其中。安吉县委县政府、

经济开发区、落户地乡镇会全力支持网易这一新产业的发展。” 
 
网易试验“第三代养猪”模式 
 
网易农业事业部遍访国内外专家，考察全球发达的养猪国家，对美欧日和国内的养猪模式进

行分析比对。从中得出结论：现有的模式已经积重难返，问题重重，必须要进行养猪模式革

新。网易要为中国实验“第三代养猪模式”，为中国的养猪业寻找一条全新的路子。网易实

验的“第三代养猪模式”，就是要倡导福利养猪，品质优先，生产安全、健康、美味的猪肉。 
 
“网易养猪项目可以带来一场猪肉革命。”网易 CEO 丁磊表示，“我们未来要做的就是养猪

业中国式的公开课。我们会把养猪模式、过程放在网上，全免费的。网易想给大家呈现的是

一套安全的、科学的、有资本投入的生产模式， 后还是不赔本的。这个模式是公开的、可

以复制的，在中国绝对有推广的可能性。” 
 
一定程度上说，网易养猪就是要给人模仿的，也是一定要盈利的。通过探索一种模式，获取

丰厚的利润，成为一个榜样，并且无偿公开，让大家都来学习借鉴，从而带动整个产业的提

升。帮助农民，拯救城市餐桌，这是网易养猪 大的社会意义。 
 
网易对养猪公开课已经有了一些具体的设想。农业事业部总经理毛山此前接受日本共同社采

访时表示，网易养猪恰好可以发挥网络企业的强项，使消费者可以随时检查，从育种到屠宰

上市整个产品的过程都可以追溯，“哪怕制成了肉制品我也能找到是来自于哪一头猪的”。 
 
消息来源  网易公司 Neteas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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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夫希望厨房关爱农村儿童膳食营养 

员工志愿者开辟美味蔬菜园 

 

张家口 2012 年 7 月 17 日电 /美通社/ -- 今天，由卡夫食品中国志愿者捐建的全国第二个“卡夫

希望厨房美味菜园”在张家口市怀来县孙庄子中心福和希望寄宿学校正式启用。卡夫食品亚

太区总裁布拉迪普·潘特 (Pradeep Pant) 表示：“美味菜园将卡夫‘让今天更美味’的公司愿景

延伸到卡夫希望厨房，在鼓励孩子自己动手、创造美味的同时，也为卡夫食品员工以及商业

伙伴提供了更丰富的志愿者服务机会。” 

 

2011 年 8 月，“卡夫希望厨房”在孙庄子中心福和希望寄宿学校投入使用，让该校近 400 名

学生吃上了卫生、营养的热饭菜。今天，卡夫食品的志愿者回访该校，并开辟了“卡夫希望

厨房美味菜园”。卡夫食品中国总裁肖恩·沃伦 (Shawn Warren) 说到：“看到‘卡夫希望厨房’

给孩子们膳食营养带来的改变，我们感到十分欣慰。‘美味菜园’完全建成之后，可以满足

学校 400 名学生近 50%的蔬菜和肉类的需求。同时我们希望，孩子们通过在菜园中上劳动课，

可以体会到劳动的快乐，通过自己的双手创造美味。更令人兴奋的是，在张家口地区还将有 8

所‘卡夫希望厨房’在今年秋季开学前建成并投入使用，又将有 1700 多名小学生也能吃上卫

生营养的热饭菜。” 

 

怀来县孙庄子村距离首都北京仅 2 小时车程，在福和希望寄宿学校大多数的学生来自贫困家

庭，学校食堂的供餐能力对学生健康成长尤为关键。卡夫食品志愿者此行回访了该校卡夫希

望厨房的情况，听取校方对项目的改进建议，和学校师生一起在新建的“美味菜园”中搭架、

浇水，在“卡夫希望厨房”亲自为孩子们包饺子准备午饭。 

 

如今，福和希望寄宿学校不仅有了设施齐备的厨房，还拥有了一片绿色的“美味菜园”。这

块占地 1 亩的菜里面种植了大葱、西红柿、小白菜等蔬果，并已建成 6 个猪圈准备开始养殖生

猪。学生除了可以在蔬菜园学习劳作知识，学校还将安排专人负责菜园维护并由当地农技站

提供技术咨询。预计菜园面积 终将扩大到 3.8 亩，有望满足学校食堂近 50%的蔬菜和肉类需

求，为孩子们提供营养和美味。 

 

卡夫食品中国于 2009 年携手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简称：中国青基会），共同发起“卡夫

希望厨房”公益项目，致力于改善农村学童的膳食营养水平。迄今为止，已有 150 所卡夫希望

厨房在 14 个省市建成并投入使用，7.5 万名学童受益。据中国青基会常务副理事长顾晓今介绍，

http://www.kraftfoodscompan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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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夫希望厨房的总数在 2012 年底将达 200 所，将有 10 万名学童因此受益。在扩大“卡夫希望

厨房”项目的影响力、帮助更多偏远地区学童获得营养膳食的同时，卡夫食品致力于提升公

益项目的可持续性，为受助学校带来更加全面、多样的发展机会，“卡夫希望厨房美味菜园”

的想法由此产生 -- 去年 10 月，第一个“卡夫希望厨房美味菜园”已经在广东省化州市石湾小

学落成并投入运营，种植了黄瓜，西红柿等各式各样的蔬菜并养殖了将近 60 头生猪。目前，

该卡夫希望厨房美味菜园已经形成绿色环保的良性循环生态系统，能满足该校 300 名住宿学生

在校用餐的所有猪肉需求以及 25%的蔬菜需求。 

 

关于卡夫食品 

 

全球零食领域的强大集团卡夫食品（纳斯达克代码：KFT）拥有深受消费者拥戴的品牌组合。

卡夫食品向全球约 170 个国家的消费者提供美味的饼干、糖果、饮料、乳酪、零食和方便食品。

2011 年公司年收入达 544 亿美元。卡夫食品拥有 12 个年销售额超过 10 亿美元的标志性品牌，

包括：吉百利、雅可布、卡夫、LU 饼干、麦斯威尔咖啡、Milka 巧克力、纳贝斯克、奥利奥、

Oscar Mayer 肉类食品、Philadelphia 奶油芝士、菓珍和 Trident 口香糖。2011 年 8 月 4 日，卡

夫食品宣布将拆分成为两家独立的上市公司：高增长的全球零食业务和高利润的北美杂货业

务。拆分预计将在 2012 年底完成。作为创新、营销、营养健康和可持续发展领域的领先者，

卡夫食品是道琼斯工业指数、标准普尔 500 指数、道琼斯可持续发展指数以及 Ethibel 可持续

发展指数的成员。更多信息，请访问：http://www.kraftfoodscompany.com/ 

和 facebook.com/kraftfoodscorporate。 

 

消息来源  卡夫食品中国 

 

http://www.kraftfoodscompany.com/
http://facebook.com/kraftfoodscorpor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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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江啤酒升级篮球平台，期待与国篮“共赢 2012” 

广州 2012 年 7 月 5 日电 /美通社/ -- 7 月 4 日，“2012 广州国际篮球节”将在羊城正式启动，珠

江啤酒正式宣布成为“2012 广州国际篮球节”的高级合作伙伴，鼎力支持本届篮球节。该活

动包括嘉年华、斯坦科维奇杯洲际篮球赛、高峰论坛及颁奖典礼、珠江啤酒啤酒节等，是 2012

年度广州乃至国内 重要的国际性赛事及活动。由于本届“斯坦科维奇杯洲际篮球赛”是中

国男篮出征伦敦前 重要的热身赛，珠江啤酒也同时宣布进一步拓展篮球平台，希望在推动

全民健身事业的同时，集中更多篮球爱好者的力量，为中国国家篮球队加油，为他们即将到

来的伦敦精彩表现喝彩，“共赢 2012”！ 

 

珠江啤酒从 2007 年起，就成为中国国家篮球队唯一啤酒赞助商，同时也是第 26 届男篮亚锦赛

唯一啤酒赞助商。篮球运动的拼搏奋进精神，与珠江啤酒主张的活力、健康、时尚理念吻合，

除了竞技体育，珠江啤酒也全力支持群众性篮球运动，倡导年轻人发扬体育拼搏精神，释放

行动力。首先是连续 5 年的篮球推广活动，珠江啤酒举办了 2000 多场民间篮球活动，吸引了

近 60 万篮球爱好者及超过 260 万现场观众参与，随后领跑啤酒行业，于 2011 年率先开展了珠

江啤酒灌灌灌大学篮球争霸赛，目前已覆盖 120 所高校，举办近 1.5 万场比赛，吸引超过 150

万人次参与。今年，珠江啤酒还将进一步拓展篮球平台，举办“珠江啤酒灌灌灌珠三角社区

篮球争霸赛”，在广州、东莞、深圳、佛山、中山，以社区及村镇为单位，开展 4000 多场五

人篮球赛比赛，预计覆盖超过 900 万珠三角人口。 

 

“珠江啤酒集团一直关注支持中国体育事业的发展，这也是珠江啤酒践行企业社会责任的承

诺。承载‘敢为天下先’的岭南精神，在支持竞技体育的同时，关注群众体育，我们义不容

辞。”珠江啤酒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方贵权表示，“在世界体育盛事来临之际，作

为国家篮球队多年的同行者，我们非常希望中国男篮能以出色的表现，在伦敦赛场奋力拼搏，

打出风采！拓展篮球平台，也是为了兑现‘2012 年加大群众性体育事业投入，让更多人参与

篮球运动’的承诺，我们期待，在伦敦赛事的影响下，中国再度掀起群众性篮球运动的热潮！” 

 

从 2011 年起因为“活力和拼搏精神”而出任“珠江啤酒篮球大使”的朱芳雨表示非常欣慰见

到珠江啤酒这个老朋友：“我非常高兴看到中国篮球事业越来越强大，群众基础越来越深厚。

珠江啤酒进一步拓展篮球平台，势必能以其影响力，召集更多年轻人加入篮球运动的行列。

作为个人，这次伦敦之行，我也将全力以赴，创造自己的精彩！” 

 

http://www.zhujiangbeer.com/
http://www.zhujiangbe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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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届“2012 广州国际篮球节”期间，作为本次活动高级合作伙伴的珠江啤酒，将于 7 月 4 日-10

日，在天河体育中心南广场为广大市民带来为期六天的“2012 广州国际篮球嘉年华 -- 珠江啤

酒节”。啤酒节期间，市民除了可以欣赏精心打造的“珠江啤酒节表演晚会”外，还可以在

现场畅享新鲜、冰爽的珠江啤酒，更可以参与各种有趣的互动游戏，赢取奖品，度过一段愉

悦的篮球假期。 

 

消息来源  珠江啤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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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迪达斯选手全倾全力，北京马拉松捷报频传 

Kiprop Francis Kipkorir 男子组摘冠，Yeshi Esayias 获女子组亚军  
 
北京 2011 年 10 月 16 日电 /美通社/ -- 在刚刚结束的 2011 北京马拉松上，阿迪达斯传来双重喜

讯，两位阿迪达斯选手脚踏 adiZero adios，分别摘取冠亚军。肯尼亚运动员 Kiprop Francis 
Kipkorir 以 2 小时 09 分的成绩摘得男子组的冠军。Kiprop 出生于 1982 年，曾于 2009 年荣获

柏林马拉松亚军。而另一位阿迪达斯选手 -- 首次参加北京马拉松的埃塞俄比亚运动员 Yeshi 
Esayias，以 2 小时 29 分 29 秒的成绩，斩获女子组亚军。Yeshi 近几年在加拿大蒙特利尔马拉

松、韩国大邱马拉松、摩洛哥马拉喀什马拉松上斩获佳绩。 
 
除了明星运动员捷报频传，北京马拉松更是广大业余跑友挑战自我的舞台。作为 2011 北京马

拉松赛事官方合作伙伴及唯一指定运动装备供应商，阿迪达斯特别招募了 1,000 多名业余跑友

组成“酷跑团”，并号召员工、合作伙伴及其亲友加入“爱心跑”的行列。 
 
阿迪达斯在本届赛事上特别设立了千人“酷跑团”，邀请每一个投身跑步运动的跑者在“北

马”的舞台上亲身诠释“全倾全力”的运动精神。千人“酷跑团”的成员来自各行各业，其

中既有挑战 42.195 公里全程马拉松的业余路跑高手，也有专为感受“北马”嘉年华氛围的跑

步爱好者。 
 
为帮助每一个跑者完成自己的马拉松梦想，阿迪达斯在参赛跑友中特别发动了一项挑战任务 -- 
“配速跑”，即能力相当的跑友，结成跑步节奏相当的小组，“配速”伙伴一路相互给力，

完成艰苦的马拉松赛程，挑战个人极限。不只是挑战全程马拉松项目的高手结伴而跑，资深

跑友阿迪跑者们也自发加入到半程马拉松、9 公里及 4.2 公里迷你马拉松等不同的项目中，作

为各个“酷跑团”的“兔子”，陪伴不同能力的跑友完成各自的挑战目标。阿迪达斯沿途设

置的能量站及拉拉队也一路为跑友们加油助威。2011 的“北马”跑者，不再孤独！ 
 
阿迪达斯还将公司在去年“北马”上启动的公益活动 -- “阿迪达斯爱心跑”再次带到了“北

马”，共有过百名阿迪达斯公司员工、合作伙伴及其亲友报名参加。参与者在为公益事业而

跑的同时，捐款支持阿迪达斯集团中国区的企业社会责任项目，包括阿迪达斯陕西儿童发展

项目和阿迪达斯农民工子女项目等。 
 
此外，为让更广大的消费者感染跑步的热情，阿迪达斯在赛事全程通过微博直播与跑步爱好

者互动，邀请全城跑友一起“全倾全力”，全北京动起来！ 
 
阿迪达斯中国区运动表现部门营销副总裁麦彦仕（Jens Meyer）表示道：“北京马拉松赛已经

成为全中国跑步爱好者一年一度的盛大聚会，3 万名参赛者在这一世界级的舞台上挑战自我、

超越极限，完美诠释了阿迪达斯倡导的‘全倾全力’的运动精神。阿迪达斯非常荣幸为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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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事提供持续的、全面的支持。我们期望将跑步运动的热力及其丰富的价值传递给更多的中

国消费者。” 
 
阿迪达斯自去年起成为北京马拉松的官方合作伙伴及唯一指定运动装备供应商以来，以其专

业经验和创新精神为这项历史悠久的赛事注入了新的动力。今年夏秋，阿迪达斯启动一系列

市场活动为“北马”造势。阿迪达斯陆续推出了 adiZero Feather 北马别注版、Supernova Sequence 
4、adiSTAR Salvation 3 和 Marathon 10 四款明星跑鞋，并于 9 月初发起 “试跑 28 天”活动，

邀请广大跑友试穿 Supernova Sequence 4 和 adiSTAR Salvation 3 长达 28 天，直到找到适合自

己足型和跑步习惯的“战靴”。此外，阿迪达斯每周末在北京和上海组织“北马训练营”，

帮助志同道合的跑步爱好者一同备战。 
 
关于阿迪达斯跑步 
 
阿迪达斯是全球跑步运动装备创新的领导者。如今，阿迪达斯已为全球跑者推出一系列顶尖

的专业跑鞋，包括 adiStar、Supernova、adiZero、Response 等系列；阿迪达斯的专业跑步服装

亦备受顶尖运动员青睐。阿迪达斯自 2010 年成为北京马拉松官方合作伙伴，为所有参赛选手、

裁判、工作人员以及志愿者提供专业的跑步运动装备。阿迪达斯亦为国际顶级马拉松赛事官

方合作伙伴，包括伦敦马拉松、柏林马拉松和波士顿马拉松。 
 
媒体垂询： 
 
博雅公共关系有限公司 朱牧 
电话：+86-21-2310-1137 
传真：+86-21-2310-1111 
电邮：katrina.zhu@bm.com 
 
博雅公共关系有限公司 王喆明 
电话：+86-21-2310-1179 
传真：+86-21-2310-1111 
电邮：cater.wang@bm.com 
 
消息来源  阿迪达斯体育（中国）有限公司

mailto:cater.wang@bm.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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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新闻 – 体育休闲新闻案例 

“英利杯”中德足球友谊赛拜仁落地发布会举行 

拜仁抵京参加 24 日北京工人体育馆对阵北京国安的比赛 
 
中国保定和德国慕尼黑 2012 年 7 月 23 日电 /美通社/ -- 英利绿色能源控股有限公司（纽 约证

券交易所股票代码：YGE）（产品商标为 “Yingli Solar”）（简称“英利”或“公司”），

一家全球领先的太阳能公司，也是全球 大的垂直一体化光伏发电产品制造商之一，今日宣

布举办首届“英利杯”中德足球友谊赛拜仁落地新闻发布会。作为德国拜仁慕尼黑足球俱乐

部（简称“拜仁”）的官方高级合作伙伴，英利非常高兴能通过企业赞助的体育营销平台邀

请拜仁来中国，参加首届“英利杯”的比赛。英利绿色能源控股有限公司副总裁赵志恒、全

球品牌和发展总监曾瀞仪，拜仁慕尼黑足球俱乐部董事会主席鲁梅尼格、主教练海因克斯以

及球员诺伊尔参加此次新闻发布会。 
 
本次“英利杯”比赛将于 7 月 24 日晚 7 点 30 分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行，届时，拜仁慕尼黑足

球俱乐部将对阵北京国安足球俱乐部。拜仁于比赛前一天到达北京，并将参加赛前一系列的

体育营销活动，在此期间，球迷将获得近距离接触拜仁球星的机会。本届赛事得到了中国人

民对外友好协会、北京市政府、北京市体育局、北京市足协及北京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的大力

支持。并已被纳入庆祝中德建交 40 周年系列活动。 
 
自宣布赞助 2010 年南非世界杯以来，英利继续其足球营销之路，先后赞助了拜仁慕尼黑足球

俱乐部，2014 年巴西世界杯和美国足协。英利实现了许多业内的第一，包括成为历史上首家

可再生能源企业和首家中国企业赞助这些体育赛事的赞助商。通过此次“英利杯”，英利又

一次创造了足球史和可再生能源史上的第一，“英利杯”中德足球友谊赛是第一个中国可再

生能源企业在中国举办的足球赛事。 
 
英利绿色能源控股有限公司副总裁赵志恒先生表示：“非常高兴拜仁俱乐部能够来到中国，

为球迷带来这场期待已久的足球盛宴。感谢大家对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和广大球迷的热情参

与。作为拜仁慕尼黑足球俱乐部的官方高级合作伙伴，英利非常高兴能够利用我们相关的赞

助权益，为社会带来积极影响，为推动中德两国友谊做出贡献。” 
 
拜仁慕尼黑足球俱乐部董事会主席鲁梅尼格先生表示：“非常感谢英利为我们提供了此次来

华的机会。组织像‘英利杯’这样如此大型的国际体育赛事活动是非常不易的，我们能获得

如此热情的款待，是此前英利所有人不懈努力以及所有球迷热情的成果。作为一家国际足球

俱乐部，我们非常高兴拥有英利这样一家中国企业和可再生能源企业作为我们的官方高级合

作伙伴。我们非常珍惜此次来中国的机会，也非常期待同中国著名足球俱乐部北京国安的比

赛。我们期待 7 月 24 日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同大家见面。” 
 

http://www.yinglisolar.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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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利绿色能源控股有限公司全球品牌和发展总监曾瀞仪女士表示：“我们非常高兴看到中国

球迷对此次赛事拥有如此大的热情，球票销售已经超出了我们的预期，相信 24 日的北京工体

将非常热闹。我们也很高兴可以利用我们丰富的体育赛事资源为广大球迷带来足球的热情。

2012 年‘英利杯’是我们举办的首届大型国际体育赛事活动，但这仅仅是一个开始，我们会

在今后举办更多的赛事为大家带来激动人心的体育盛宴，请大家拭目以待！” 
 
拜仁慕尼黑足球俱乐部主教练海因克斯先生表示：“我们非常高兴可以来到中国，并同中国

受欢迎的球队之一，北京国安同台竞技。感谢英利为我们提供此次机会，对我们来说，这

是为下赛季预热的重要比赛，相信明天拜仁一线球队同北京国安的比赛会异常精彩。期待明

天同大家在工体见面。” 
 
拜仁慕尼黑足球俱乐部队员诺伊尔先生表示：“非常高兴能够来到中国，对于我们很多人来

说，这是第一次但肯定不是 后一次。很高兴看到我们在中国拥有如此多的球迷，让我们都

深切感受到了中国球迷的激动与热情。明天我们会全力奋战，以 好的状态为大家带来精彩

的‘英利杯’比赛。我们球场见！” 
 
英利绿色能源简介 
 
英利绿色能源控股有限公司（纽约证券交易所股票代码：YGE）（产品商标为“Yingli Solar”）

是一家全球领先的太阳能公司，也是全球 大的垂直一体化光伏发电产品制造商之一。英利

绿色能源的生产线覆盖了整条光伏产业链，包括多晶硅生产、硅锭铸造、硅片切割、光伏电

池生产以及光伏组件封装。截至目前，英利绿色能源从硅锭铸造到光伏组件封装生产线的年

产能为 1,850 兆瓦。同时，保定、海口、天津和衡水生产基地正在扩建总计 600 兆瓦的产能。

预计到 2012 年底，公司的总产能将达到 2,450 兆瓦。英利绿色能源有着广泛的光伏组件销售

市场，包括德国、西班牙、意大利、希腊、法国、韩国、中国和美国。英利绿色能源的总部

位于中国保定，在全球范围内拥有 20 多个分支机构及办公室。英利绿色能源是一家在美国纽

约证券交易所上市的公众公司（纽约证券交易所股票代码：YGE）。欲了解更多信息，欢迎

访问 www.yinglisolar.com。 
 
拜仁慕尼黑足球俱乐部简介 
 
拜仁慕尼黑足球俱乐部成立于 1900 年，是德国 成功的足球俱乐部。到目前为止，拜仁一共

夺得了 22 次德甲联赛冠军和 15 次德国杯冠军。其中，在 近 10 次德甲联赛中共获得 6 次冠

军。拜仁在 2001 年获得了洲际杯冠军，并在同年获得球队历史上第四个欧洲冠军杯冠军。从

2005-06 赛季开始，拜仁主场移至安联球场。球队的主色调是红色和白色。 
 
若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联络： 
 
中国： 

http://www.yinglisola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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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青 
投资者关系总监 
英利绿色能源控股有限公司 
电话：+86 312 8929787 
电邮：ir@yinglisolar.com 
 
美洲： 
Helena Kimball 
市场营销经理 
英利绿色能源美国有限公司 
电话：+1 603 5915812  
电邮：helena.kimball@yingliamericas.com 
 
欧洲： 
Rebecca Jarschel 
市场营销经理 
英利绿色能源欧洲股份有限公司 
电话：+49 89 5403034 12 
电邮：rebecca.jarschel@ygee.eu 
 
消息来源  英利绿色能源控股有限公司 

mailto:rebecca.jarschel@ygee.e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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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新闻 – 旅游业新闻案例 

艺龙网酒店预订创新不断，“酒店杀价”已提交专利申请 

北京 2012 年 1 月 17 日电 /美通社/ -- 近日，艺龙旅行网（www.elong.com）宣布推出创新性的

“酒店杀价”酒店预订模式。 

 

“酒店杀价”模式参考了国外流行的 Priceline 反向竞拍模式，艺龙网在此模式上结合中国消

费者的购买习惯进行了大胆的创新，形成了自己的独特模式。 

 

Priceline 等反向竞拍模式的特点是让客户设定一个模糊的范围，如入住时间、酒店星级、位置

等，并提交自己的出价。一旦符合预设范围的酒店接受了消费者的出价，该订单就立刻成交。

在订单成交前，消费者并不知道自己将要入住的酒店，这给消费者的体验带来了较大的不确

定性。 

 

艺龙的“酒店杀价”模式的创新之处在于：消费者可以先挑选自己愿意入住的具体酒店，再

设定自己愿意支付的价格。如果酒店的价格和库存能满足需求，该订单就会成交。对消费者

来说，自己可能入住的酒店和价格在提交订单的时候都是清楚的，只是要等酒店确认订单而

已，可谓“杀得清楚，住的明白”， 大程度地保证了消费者的体验。同时，由于酒店的具

体成交价格并不会在艺龙网站上公开，这也使酒店能更灵活地进行收益管理，无须担心低价

销售的房间影响自己的正常预订。 

 

艺龙网近期在酒店预订领域大动作不断。2011 年 9 月，艺龙率先推出了“今日特价”尾房销

售模式；2012 年元旦，艺龙酒店团购创造出了汉庭 500 家酒店 100 元入住单品销售近两万份

的行业记录；艺龙 iPhone 应用“艺龙无线”也刚刚入选苹果 App Store【旅途必备，伴你回家】

精华专栏，是该专栏中唯一获得推荐的旅行预订应用。对此，崔广福评价到：“艺龙旅行网

致力于成为酒店预订专家，无论是酒店团购还是酒店杀价，都是为了给消费者提供更多物超

所值的酒店产品，并为酒店合作伙伴卖出更多的房间。我们将在酒店预订的领域内将不断创

新，不断提升用户体验。订酒店，用艺龙！” 

 

关于艺龙 

 

艺龙旅行网 (NASDAQ: LONG) 是中国领先的在线旅行服务提供商之一，通过网站

（eLong.com）、24 小时预订热线（4006-161616）以及手机艺龙网（m.eLong.com）、艺龙 iPhone

和 Andriod 无线客户端等平台，为消费者提供酒店、机票及旅行团购产品等预订服务。艺龙旅

http://www.elong.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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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网通过提供强大的地图搜索、酒店 360 度全景、国内外热点目的地指南和用户真实点评等在

线服务，使用户可以在获取广泛信息的基础上做出 佳的旅行决定。截至 2011 年 9 月，艺龙

旅行网可提供中国大陆 700 多个城市 2.3 万多家酒店、海外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 14.5 万

家酒店预订服务；同时通过与国内外各航空公司合作，向用户提供国内、国际绝大多数航班

机票的实时查询和预订服务。 

 

申慧 

电话：+86-10-5860-2288 转 6791 

电邮：hellen.shen@corp.elong.com  

 

消息来源  艺龙旅行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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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新闻 – 旅游业新闻案例 

途风网推出夏威夷定制小包团旅游 

高品质 更自由 
 
成都 2012 年 7 月 25 日电 /美通社/ -- 为了解决游客在自由行和跟团游之间难以抉择的困惑，专

业从事境外旅游的途风网针对游客喜爱的海岛游，特别推出夏威夷定制小包团旅游，在规避

掉出境游自由行安全隐患的同时，又兼顾了行程的自由安排，让游客自己做主，只挑感兴趣

的行程，不必为感觉平淡的景点浪费时间，真正实现高品质的快乐旅行。 
 
定制小包团有别于常规旅行团，也叫单独包团或单独成团，就是几个亲朋好友，或一个家庭、

一个单位的人自己单独组团前往一个或几个旅游景点。旅游质量较高，不用把时间和精力浪

费在自己没有兴趣的行程上，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预定所需档次的酒店、旅行车、餐饮等，

在行程中根据需要随时灵活调整，去更有兴趣的旅游目的地，让旅行只有快乐，没有遗憾。

定制小包团有别于常规旅行团，也叫单独包团或单独成团，就是几个亲朋好友，或一个家庭、

一个单位的人自己单独组团前往一个或几个旅游景点。 
 
夏威夷定制小包团可以选择直接在夏威夷接机，入住自己满意的酒店。根据游客的兴趣，可

安排由海军船参观珍珠港遗迹，登上亚利桑那号遗迹博物馆，参观太平洋国家墓园，还可到

州政府办公大楼和夏威夷皇宫、野生动物园和水族馆。夏威夷小环岛精华游是一定要去的，

可以安排足够的时间游弋在海礁岛屿，在蓝天白云间享受阳光沙滩。根据时间安排，乘坐飞

机俯瞰夏威夷大岛、黑色沙滩，前往全美唯一的夏威夷火山公园，感受火山令人窒息的魅力。

意犹未尽的话还可添加途风网近期微博活动中所赠送的夏威夷直升飞机游，环游檀香山的行

程，是一次难得的旅行经历。 
 
定制小包团在旅途安全有保障的同时，让游客享受到了自由行的自由自在。途风网定制小包

团除了推出夏威夷的行程之外，线路包括全美和加拿大。游客可多参考游客对于行程的体验

评论和游记攻略，自行设计线路或者在途风网上选择一条或多条线路组合，制定出自己需要

的旅游标准，如住宿、车辆、餐饮、景点、行程等，途风网按标准和行程进行报价，安排行

程。 
 
除此之外，定制小包团还能邀集家人朋友，或单位同事结伴同游，私密出行，避免陌生团员

的打扰。全程拥有专职司机和导游贴身服务。弹性的行程，可根据游客的需求做适度调整，

实现高规格、高品质的度假体验。 
 
途风网新浪微博：http://weibo.com/toursforfun 
 
消息来源  成都途风科技有限公司 
 

http://cn.toursforfun.com/?utm_medium=ad&utm_source=prnasia&utm_term=1207
http://cn.toursforfun.com/8-day-hawaii-romantic-tours.html?utm_medium=ad&utm_source=prnasia&utm_term=1207
http://cn.toursforfun.com/customized_tours_index.php?utm_medium=ad&utm_source=prnasia&utm_term=1207
http://weibo.com/toursforfun
http://cn.toursforfun.com/customized_tours_index.php?utm_medium=ad&utm_source=prnasia&utm_term=1207
http://weibo.com/toursforf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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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新闻 - 企业获奖新闻案例 

联合利华入选《财富》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榜 25 强 

北京 2012 年 3 月 21 日电 /美通社/ -- 3 月 20 日，2012 年度《财富》（中文版）企业社会责任

排行榜新闻发布会暨企业社会责任 25 强颁奖典礼在北京举行，联合利华中国凭借其长期以来

在企业社会责任领域做出的独特、卓有成效的积极探索，在参评企业中脱颖而出，位居“外

资企业 25 强”第 13 位，成为唯一入选前 25 强的日用消费品公司。 

 

此次评选主要针对在华顶级公司的专业性且行业知名度极高的企业社会责任排名体系，围绕

环境、社会、企业治理三大领域构建评分体系，涵盖环境管理、污染防治、资源使用、劳动

关系、社会责任沟通等 12 项标准，并进一步细分为 40 个次级标准和 139 个评分指标，根据总

成绩对入围企业进行 终排名，并对前 25 强企业进行特别表彰。该榜单评选旨在为广大在华

企业搭建积极交流的平台，为企业经营提供社会责任衡量标杆，通过企业社会责任优秀案例

的传播与分享，全面提升中国企业的社会责任意识，形成在该领域的良性竞争。 

 

作为全球 大的日用消费品公司之一，联合利华一直致力于用优质的产品和服务帮助更多的

消费者及其家庭享受美好生活，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成功的可持续发展企业。2010 年 11 月，联

合利华推出全球可持续发展计划，旨在通过全产业链管理实现“至 2020 年，将公司规模扩大

一倍的同时，使单位产品对环境的不利影响减少一半，帮助超过 10 亿人改善健康状况，且 100%

农产品原材料可持续采购的战略目标。” 

 

作为公司全球业务的重点市场，联合利华中国以“美好家园、美好童年、美好乡村”为三大

平台，在紧密结合中国国情的基础上，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开展了诸多积极有效的探索

与实践，例如：在企业能够直接控制的生产环节，联合利华中国工厂自 2006 年至 2011 年间单

位产量的温室气体排放量、用水量及废弃物量分别下降了 42%、35%、80%；公司每年组织两

次“飞扬梦想”志愿者行动，鼓励员工前往联合利华希望学校支教，联合利华还携手中国妇

女联合会积极开展关爱留守流动儿童项目，140 万名儿童家庭直接受益；为确保产品源头的安

全性与可追溯性，联合利华自 2004 年起在中国新疆等地深入开展可持续农业采购项目，为当

地经济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这些努力使得联合利华成为了企业社会责任领

域的 佳实践者之一，为上下游企业及所处行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可供参考的综合性解决

思路与示范意义。 

 

联合利华北亚区副总裁曾锡文参加了《财富》（中文版）企业社会责任 25 强颁奖典礼，他表

示：“能得到这个奖感到很荣幸！财富，不仅仅是钱，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也是企业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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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家负责任的公司，联合利华一直通过实际行动积极履行企业社会责任，兑现对中国的

长远承诺。联合利华在中国长期坚持‘小行动，大不同’的可持续发展战略，这次评选是对

我们过去的肯定，也是联合利华人共同努力的成果。” 

 

关于联合利华 

 

联合利华是世界 大日用消费品公司之一，在中国的历史可追溯至 1923 年。1986 年，联合利

华重返中国，至今累计在华投资约 10 亿美元，并引进了 100 多项先进专利技术。主要品牌包

括奥妙、中华、力士、旁氏、清扬、多芬、夏士莲、凌仕、舒耐、家乐、立顿、和路雪等。

联合利华北亚区地区总部设在上海，负责管理中国大陆及香港、台湾、韩国和日本地区业务，

并在上海成立了其全球第六个研发中心。联合利华在中国直接雇佣了大约6,000多名中国员工，

间接提供了 20,000 个就业机会。 

 

消息来源  联合利华 

 

http://www.unilever.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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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新闻 - 企业获奖新闻案例 

国航连续五年荣获“TTG 佳中国航空公司”大奖 

-- 优质服务为品牌证言 

 

北京 2012 年 4 月 27 日电 /美通社/ -- 备受旅游业界推崇的 TTG 中国旅游大奖 2012 年颁奖典礼

于近日在上海隆重举行，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航”）再次荣获“TTG 

佳中国航空公司”大奖，这是国航自 2008 年 TTG 中国旅游大奖启动以来连续第五次获得该奖

项。国航市场部副总经理马建明代表国航出席了本次颁奖典礼并领奖。 

 

TTG 中国旅游大奖是业界享有盛誉的 TTG 旅游大奖在中国的延伸，由 TTG 旗下刊物《TTG 

China 旅业报》、《TTG-BTmice China 企业旅业报》、TTG Asia、TTG India 和 TTGmice 的读

者通过在线或印刷投票推荐选出。评选结果能够客观地反映读者对于旅游业服务机构的认可

度。 

 

马建明先生表示：“国航一直以来致力于以关注旅客体验为工作的切入点，希望通过专业细

致的服务和创新的产品为旅客提供更便捷的服务，打造国航的服务品牌。能够再次获得‘TTG 

佳中国航空公司’大奖是对我们长期努力的肯定，也是激励我们不断改善和提升的动力。” 

 

2012 年，国航将进一步提升飞机硬件设施选配标准，通过不断引进新飞机为旅客提供更佳的

飞行解决方案。2011 年起，国航陆续引入 19 架 受全球商务旅客推崇的全新波音 B777-300ER 

飞机主飞洛杉矶、法兰克福、巴黎、纽约等欧美远程航线。新飞机充分考虑远程旅客的全方

位需求，装配世界上 先进的座椅、娱乐系统和厨房系统；选用全舱情景灯光系统，可为旅

客模拟多达 10 种情景环境；并配有空中吧台、无障碍盥洗室等人性化设施，为旅客提供更随

心所欲的飞行体验、 为优化的个人空间、更为丰富的个性化体验。同年，国航完成对现有

空客 A330-200 全机队 16 架飞机公务舱座椅 180 度全平躺的升级改造工程，并陆续引入 10 架

空客 A330-200 新机、20 架空客 A330-300 新机、44 架空客 A320 新机、59 架波音天空内饰 

B737-8 新机。在未来，国航还将陆续引入 15 架波音 B787-9 新机、5 架波音 B747-800 新机、

10 架空客 A350 新机，保持机队平均机龄的年轻化。 

 

在服务方面，国航今年继续致力于为贵宾旅客打造尊享体验的飞行解决方案，扩大“宝马车

免费接送服务”和“贵宾旅客自驾车服务”的城市点，优化服务流程。此外，国航还为品牌

注入更多接近消费者、有弹性、有活力的新元素，即将正式全面推出功能完善、服务便捷的

http://www.airch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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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信平台服务，并将同时在国内首家推出登机口候补登机和候补升舱服务，旨在为旅客带来

更佳的、更具个性化的出行体验。 

 

关于国航： 

 

中国国际航空公司是中国唯一的载国旗航空公司，承担着中国国家领导人出国访问的专机任

务，星空联盟成员。截止 2011 年 12 月 31 日，国航拥有以波音、空客为主的各型客货飞机 432

架（含控股公司），航线 282 条，覆盖 30 个国家和地区，通过国航强大的航线网络，旅客可

顺畅到达 181 个国家的 1,160 个目的地。国航深受商务旅客的青睐，“国航知音”会员数量现

已突破 1700 万人。了解更多信息，请登录国航网站 www.airchina.com。 

 

消息来源  中国国际航空公司 

 

http://www.airch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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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新闻 - 认证许可新闻案例 

SRS 内窥镜系统获得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许可 

-- 治疗胃食管反流病的 SRS 内窥镜系统获得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许可 
 
-- Medigus 的 SRS 系统针对 常见的慢性病之一进行腔内治疗 
 

以色列 OMER 2012 年 5 月 27 日电 /美通社/ -- Medigus Ltd. (TASE: MDGS) 宣布，该公司的 SRS 
内窥镜系统已经获得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 510(k) 销售许可。 
 
SRS 设备旨在进行胃食管反流病的微创腔内治疗。SRS 内窥镜经过口腔插入食道，无需切开

腹腔。内窥镜由微型摄像机、超声波视觉和吻合器组成，使操作者可进行局部胃底折叠术。 
 
该设备已经获得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 510(k) 上市销售批准，之前在涉及五个国家和三个

大陆的多中心临床试验中成功达到了安全和疗效标准。除了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许可，

Medigus 已经拥有有关 SRS 系统的 CE 标志。 
 
根据不同的消息来源（包括 iData Research 的 2011年和 2012年美国肠胃内窥镜设备市场报告），

美国胃食管反流病内窥镜治疗市场的规模预计为 330 亿美元，胃食管反流病患者占全球人口的

比例为 5%-17%。 
 
胃食管反流病是由胃酸或胆汁常常反流入食道引起的疾病，这种疾病会刺激食道，导致胃酸

逆流、胃灼热和其它严重症状。 
 
Medigus Ltd. 简介 
 
Medigus 是一家医疗设备生产商，专门致力于创新的内窥镜程序和设备的开发。Medigus 是针

对胃食管反流病治疗的独特专有内窥镜设备的开发先锋。Medigus 拥有先进的技术平台，包括

开发各种内窥镜程序的必要元素。该平台包括全球 小的 CCD 和 CMOS 摄像机、内窥镜吻合

器、超声波和内窥镜检查套件。 
 
联系人： 
Yaron Silberman 博士  
电邮：yaron@medigus.com  
电话：+972-52-6511122 
 
消息来源  Medigus Ltd 

http://www.medigus.com/
http://www.medigus.com/Default.aspx
mailto:yaron@medigu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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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新闻 - 认证许可新闻案例 

蓝菲光学荣获 NVLAP ISO 17205 校准实验室认证 

上海 2012 年 3 月 14 日电 /美通社/ -- 日前，蓝菲光学已荣获 NVLAP ISO 17205 校准实验室认

证。美国国家实验室自愿认可程序 (NVLAP) 由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 (NIST) 进行管理，

NIST 在成功对蓝菲光学校准实验室的光辐射测量进行严格的现场评估和技术评估之后，将美

国国家实验室自愿认可程序 (NVLAP Lab 200951-0) 授予给蓝菲光学。 

 

NVLAP 认证表明，蓝菲光学在运营过程中，其质量体系、工程专业知识、技术人员、测试和

校准方法、实验室设备和环境、测量的可追溯性、测试和校准项目的处理以及测试和校准报

告的准确性，都严格符合相关标准。 

 

蓝菲光学高级副总裁 Peter Weitzman 评价道：“蓝菲光学的 NVLAP 认证印证了蓝菲光学作为

可追溯至 NIST 标准的世界级光学测试系统供应商的地位。全世界范围内信赖蓝菲光学高质量

测试系统的客户可以对他们的测试结果有足够的信心，因为我们的测试系统的校准是在通过

了 ISO 17205 认证的实验室校准的。” 

 

该认证要求是在满足《美国联邦法规》（CFR，第 15 章，第 285 部分）的要求下设立的，且

该认证只授予严格挑选的少数几个实验室。蓝菲光学被授权在指定的光谱范围内和一定的不

确定度范围内进行校准，涵盖超过 80 个参数。而被授权的实验室必须满足美国国家标准与技

术研究所手册 150 所列出的各项要求 -- “NVLAP 认证程序和总体要求”才能通过认证。 

 

图片：http://halmapr.com/labsphere/NVLAP.jpg 

（图片说明：蓝菲光学 NVLAP 认证团队（从左到右）：蓝菲光学应用工程师 Yang Wang 博

士；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所审计员 Yuqin Zong；蓝菲光学高级副总裁 Peter Weitzman 博

士；蓝菲光学质量总监 Richard Corbyn；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所审计员 Cameron Miller；

蓝菲光学质量经理 Joseph Linquata；蓝菲光学工程部副总裁 Greg McKee) 

 

关于蓝菲光学 (Labsphere) 和豪迈 (HALMA)： 

 

蓝菲光学 (Labsphere) 有限公司 (www.labsphere.com) 是世界光测测量以及光学漫反射涂层领

域的领军企业。公司产品包括 LED、激光及传统光源光测量系统；成像设备校准用的均匀光

源；光谱学附属设备及高漫反射材料等。蓝菲光学 (Labsphere) 是英国豪迈集团（HALMA 

p.l.c.–www.halma.cn）的子公司。创立于 1894 年的豪迈是国际安全、健康及传感器技术方面的

http://halmapr.com/labsphere/NVLAP.jpg
http://www.labsphere.com/
http://www.halma.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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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军企业，伦敦证券交易所的上市公司，在全球拥有 3700 多名员工，36 家子公司。豪迈目前

在上海、北京、广州、成都和沈阳设有代表处，并且已在中国开设多个工厂和生产基地。 

欲了解 新豪迈中国新闻并订阅 RSS，请访问豪迈中国新闻博客： 

http://halmapr.com/news/halmacn/。 

 

消息来源  蓝菲光学 

 

http://halmapr.com/news/halma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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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新闻 - 重要声明新闻案例 

尚德公司针对欧洲反倾销调查的声明 

瑞士沙夫豪森 2012 年 7 月 25 日电 /美通社/ -- 作为全球 大的光伏组件生产商，尚德电力控股

有限公司今天发表声明，反对德国 SolarWorld 公司向欧盟正式提交的申诉请求，要求对中国

光伏企业进行反倾销调查。 

 

尚德公司坚决反对 SolarWorld 公司对中国企业接受非法补贴和进行倾销的所谓指控，认为这

是“无中生有”的事，我们愿意充分配合欧盟当局的相关调查，以还原事实真相。尚德公司

已经在世界上 80 多个国家和地区销售其光伏组件和系统，其成功的秘诀之一就是在开放的市

场环境下坚持自由贸易和公平竞争的市场原则，我们必将继续坚持这个原则。作为纽交所上

市的公司，尚德的商业经营是完全透明、公开的，其生产成本和融资成本皆符合市场准则，

有据可查；在过去十多年间，尚德公司的快速发展得益于其营运效率的提高和在技术研发领

域的持续投资，使得我们可以向客户提供了高效率、高品质和高可靠性的产品。我们希望欧

盟委员会遵守市场原则，因为任何形式的贸易保护主义都将损害整个欧洲太阳能光伏行业，

并可能招致无序的贸易战，其结果必将使行业多年的辛勤努力和丰硕成果付之东流。 

 

尚德公司欧洲区总裁 Jerry Stokes 表示：“贸易保护只会增加太阳能光伏能源的成本，这与行

业过去十年努力降低成本的目标背道而驰，必然会延缓太阳能光伏能源进入大规模推广从而

逐步取代化石能源的进程。对于欧洲来讲，更为严重的是这些保护主义措施将使欧洲减少数

以千计的绿色就业岗位。”目前，欧盟太阳能行业的从业人员高达 30 多万，其中 80%以上都

是在产业的上游或下游，如原材料生产、设备制造、系统设计安装和项目融资等领域。 

 

众所周知，太阳能光伏供应链是一个全球化程度很高的价值链，相互之间关联密切，例如在

欧洲安装的太阳能光伏系统，其使用的组件和其他配件来自于世界各地。同时，以尚德公司

生产的产品为例，其组件生产中所使用的原材料和设备，又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于欧洲，在 2010

年和 2011 年，公司从欧洲采购的设备和原材料总金额高达 6 亿欧元。作为唇齿相依的产业链，

对输往欧盟光伏产品征收高额关税，都将传导至产业链上的每一个企业，无人可以幸免。因

此，尚德公司将与绝大多数光伏企业携手合作，坚守自由公平的市场准则，尽一切努力制止

可能引发的贸易战，同时希望全球太阳能领域的重要参与者能够采用建设性的态度，通过对

话解决分歧和争端，实现全球太阳能领域的自由贸易、公平竞争、合作共赢。 

 

关于尚德电力控股有限公司 

 

http://www.suntech-power.com/
http://www.suntech-pow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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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德电力控股有限公司是全球领先的太阳能光伏企业，公司专业从事晶体硅太阳能硅片、电

池、组件、光伏发电系统和光伏建筑一体化（BIPV）产品的研发、制造与销售。其自主设计、

研发、生产和销售高质、高能、优价、环保的太阳能产品，被广泛应用于住宅、商用建筑、

工业和公共设施等领域。尚德电力在全球设有三大区域总部，分别位于中国、瑞士和旧金山，

在中国拥有无锡、上海、洛阳、镇江等生产基地。凭借吉瓦规模的生产能力，尚德已经为来

自全球 80 多个国家的 1000 多名客户提供了超过 2500 万片光伏组件。尚德电力积极致力于改

善人类的生活环境，并通过研发先进的太阳能解决方案实现可持续性发展。更多信息请浏

览：http://www.suntech-power.com。 

 

消息来源  尚德电力控股有限公司 

 

http://www.suntech-pow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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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新闻 - 重要声明新闻案例 

GSM 协会就印度频谱拍卖决定发表声明 

GSM 协会就印度内阁特别小组的频谱拍卖决定发表声明 

 

新德里 2012 年 7 月 23 日电 /美通社/ -- GSM 协会 (GSMA) 认为，尽管印度内阁特别小组 

(Empowered Group of Ministers) 建议的价格范围可以让频谱的价格比印度电信管理局 

(Telecom Regulatory Authority) 推荐的价格更公平合理，但是就国际 佳实践而言，这一价格

仍然很高，并且会影响印度移动技术行业未来的投资。 

 

GSM 协会还认为，频谱使用费应保持在 低水平。 

 

GSM 协会会长 Anne Bouverot 评论说：“印度内阁特别小组已经听取了印度商业领袖、经济

学家和移动业内人士的建议。然而，新设定的价格范围还是过高，我们担心从长期而言，这

将阻碍印度全国各地高质量、价格合理和具有创新性的移动服务的供应。为了给印度的经济、

社会和人民带来 大利益，我们和加入我们协会的运营商强烈呼吁印度内阁在做出 终决定

前要遵守国际 佳实践。” 

 

GSM 协会简介 

 

GSM 协会是全球移动运营商利益的代表。它联合了全球 220 多个国家的近 800 家移动运营商，

以及更广泛的移动产业链中的 200 多家企业，其中包括手机制造商、软件公司、设备供应商、

互联网企业以及媒体与娱乐组织。GSM 协会还举办世界移动通信大会 (Mobile World Congress) 

和亚洲移动通信博览会 (Mobile Asia Congress) 等行业主要活动。 

 

垂询详情，请访问移动通信行业在线门户网站 Mobile World Live：www.mobileworldlive.com 或 

GSM 协会网站：www.gsma.com。 

 

消息来源  GSM 协会 

 

http://www.mobileworldlive.com/
http://www.gsm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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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新闻 - 调查研究新闻案例 

Skyscanner 调查显示：飞机座位 6A 受欢迎 

新加坡 2012年 4月 27日电 /美通社/ -- 航班比较网站 Skyscanner 的一项 新民意调查显示了哪

一个座位 受大多数乘客欢迎。 
 
这项调查对全球 40 个国家的 1000 多位航班旅客进行了调查，询问他们喜欢什么样的座位（除

了具有额外腿部空间的座位以外），包括喜欢坐近靠近窗户、中间或是走道的位置。该项调

查还对座位的选择是否会受到幸运数字、单号或甚至是排号的影响进行了进一步的研究。 
 
Skyscanner 对这些调查结果进行分析表明，标准机型上 受欢迎的座位是 6A。 
 
之前有研究表明飞机上前 6 排座位 受欢迎（获得了 45%的投票），该项调查进一步印证了

这一研究。可能更为令人惊讶的是，接近 60%的乘客更青睐靠近窗户的座位，相较之下只有

40%的乘客选择靠近走道的座位，而选择中间座位的人数不足 1%。 
 
另一方面，调查还发现靠近飞机末端的中间座位 31E 不受欢迎。 
 
Skyscanner 的旅游编辑 Sam Baldwin 评论说：“对于座位会有如此多不同的看法，我觉得非常

有趣。有些乘客选择中间区域靠近机翼的位置可能是他们不想感到太颠簸，而其他乘客选择

前排的座位是想方便下飞机，而且前排的引擎噪音也比较小。 
 
“打算睡觉的乘客 喜欢靠近窗户的座位，而频繁上洗手间的乘客为了不打扰到其他乘客，

更青睐于靠近走道的座位，当然靠近走道的座位也非常受高个子的乘客欢迎。常坐飞机的乘

客还表示，飞机上左手边靠近窗户的座位因偏离中心，可以倚靠，是 佳的选择。 
 
“我但愿航空公司没发现 6A 座位的需求如此之高，而对这个座位收取额外的费用！” 
 
欲查看 佳座位 (The Perfect Seat) 图表，请访问：http://bit.ly/ThePerfectSeat。 
 
Skyscanner 简介 
 
Skyscanner 是一家针对数千家航空公司的数百万个航班提供航班价格在线比较服务的旅行搜

索网站，该网站还提供汽车租赁和酒店预订以及各项优惠信息。 
 
登录 weibo.com/skyscannercn 了解 Skyscanner 的相关信息。 
 
消息来源  Skyscanner 

http://www.tianxun.cn/
http://bit.ly/ThePerfectSeat
http://www.weibo.com/skyscanner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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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新闻 - 调查研究新闻案例 

珍爱网：谁是职场 佳男友？行政部男士受青睐 

深圳 2012 年 7 月 19 日电 /美通社/ -- 由滕华涛执导，白百何、张嘉译、王耀庆等主演的电视剧

《浮沉》完美谢幕，剧中三人感情纠葛也尘埃落定，面对“高富帅”陆帆和“萌大叔”王贵

林，小白领乔莉 终选择了大叔，这一结局引来网友热议同时也让人好奇：到底什么样的职

场男性才是女性杀手？近日，据中国 大的相亲网站珍爱网（Zhenai.com）对其 4000 万会员

中的女会员所做名为《你眼中的职场完美男友是什么样的？》的抽样调查，结果颇为意外。 
 
珍爱网从行业和部门两个方面调查了女会员的看法，并选取各选项前五名进行排行，结果如

下： 
 

受欢迎的行业 TOP5 
TOP 选项 百分比 
1 金融业 28.16% 
2 公务员 12.24% 
3 教育科研 11.3% 
4 IT 10.66% 
5 房地产 8.48% 

 

受欢迎的部门 TOP5 
TOP 选项 百分比 
1 战略投资部 28.1% 
2 行政部 19.2% 
3 技术部 16.57% 
4 市场部 13.7% 
5 人力资源部 7.2% 

 

排行显示，金融业以 28.16%的选票当选 受欢迎行业，公务员、教育、IT 和房地产等行业也

都榜上有名。 受欢迎的部门则是战略投资部，选票 28.1%，而出乎意料的是，行政部以 19.2%
的选票位列第二，力压技术部、市场部和人力资源部。由此看来，女生对于男友的要求除了

会挣钱还得够体贴。 
 

对此结果，珍爱网红娘张小姐表示：“行政部一向以美女多著称，男生则不被看好。但服务

实践显示，从事行政工作的男士在相亲时颇受欢迎，因为受工作性质的影响，他们往往性格

温和，对待女性细心体贴，相处起来较为轻松，俘获女生芳心自然是情理之中。” 

 

珍爱网创办人李松博士则分析：“进化心理学显示，在婚恋关系中，安全感是女性的基本要

求，而这一抽象感受在生活中被具体化为较为稳定的工作和一定基 础的物质条件，在此背景

下，满足这些特质的职场男性固然在婚恋市场中有着一定的优势。不过，在一段稳定的婚恋

http://baike.baidu.com/view/2163632.htm
http://ent.qq.com/d/tv/3/2952
http://www.prnasia.com/Zhena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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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系中，两人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匹配也十分重要，若能在精神和物质两个层面都取得一致，

感情方能长久。” 
 
消息来源  珍爱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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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新闻 - 环境保护新闻案例 

亚洲国际博览馆推出全新环保措施贯彻保护环境政策 

致力缔造可持续发展的环境  积极承担企业公民及社会责任 

 

香港 2011 年 7 月 21 日电 /美通社/ -- 亚洲国际博览馆 -- 亚洲首屈一指的展览、会议及活动场馆 

-- 一直致力将企业的社会责任概念融入日常业务运作当中，以积极造福及缔造一个可持续发展

的社会，并且时时刻刻对我们共同享有的环境加以珍惜及保护。自 2006 年全面投入服务以来，

博览馆在能源管理、室内空气质素、废物管理和植树方面，持续奉行严谨的环保标准。博览

馆现欣然推出两项崭新措施：业内领先的减碳排放计划及由本馆获奖无数餐饮团队主理的“环

保菜单”。 

 

减碳排放计划 

 

自 2009 年，亚洲国际博览馆已制定及推行减碳排放策略，透过一系列减碳排放计划及节省场

地能源措施，以提升能源效益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策略包括于天幕安装隔热玻璃膜、推

行废纸及胶樽回收计划、尽量安装发光二极管灯 (LED 灯) 以及广泛使用更环保的 T5 光管 (T5 

fluorescent lamp) 等等。这些措施在 2009及 2010年间为博览馆一共减少了超过 1,300吨碳排放，

相等于种植了超过 58,200 棵树木。 

 

在 2010 年 12 月，亚洲国际博览馆参与了香港国际机场减碳计划，承诺致力于 2015 年减少 15%

碳排放量(以 2008 年碳排放量为基数)。为达到这个目标，博览馆将再推行一系列设施优化项

目及行政措施，当中包括全新的减碳排放计划。 

 

即将推出的全新减碳排放计划内容涵盖更多种类的塑胶废料回收、厨余回收、木材回收（木

材是会议、展览及奖励旅游业界 主要的废料之一）以及使用比金卤灯 (metal halide lighting) 

节省能源达 50%的极光灯 (induction lighting) 等。长远而言，有关新措施可望让亚洲国际博览

馆成为一个碳中和场馆奠下良好基石。 

 

这项新计划的另一个重点是亚洲国际博览馆将全力支持有意参与减碳排放计划的活动主办机

构，配合它们减少或抵销其活动的碳足印。事实上，博览馆致力与活动主办机构和业务伙伴

紧密合作，缔造可持续发展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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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落实这个共同减碳排放计划，亚洲国际博览馆将与本港顶尖的碳管理顾问公司合作，根据

国际环保协议和严谨的碳管理标准，为活动主办机构提供度身定造的减碳排放服务。顾问公

司提供的碳抵销项目，全部均根据联合国的清洁发展机制 (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验

证，令活动主办机构倍感安心。 

 

环保菜单 

 

亚洲国际博览馆的餐饮服务团队屡获殊荣；为使餐饮业务亦能落实公司的环保政策，博览馆

早前推出两款以环境和生态可持续发展为主题的“环保菜单”，让客户有更多选择。 

 

亚洲国际博览馆的“低碳菜单”已获得低碳亚洲有限公司认证，以减少碳足印。菜单主要采

用本地食材，从而减少运送和运输时的碳排放量。再者，菜单亦选用以低碳排放量方式种植

或饲养的食材，并以减低碳排放量的方式烹调。 

 

此外，亚洲国际博览馆的“环保海鲜菜单”亦获得世界自然基金会香港分会 (WWF -- Hong Kong) 

的认证。这个别具创意的菜单选用符合可持续发展原则，并根据世界自然基金会核准的海鲜

选材，以保障海洋生态的多样性。  

 

亚洲国际博览馆管理有限公司首席营运总监刘克华先生表示：“环保意识是企业社会责任的

重要一环。我们发现愈来愈多活动主办机构，有意透过活动为环保作出贡献。博览馆推出全

新的环保措施，令活动主办机构可轻易贯彻企业的环保政策，而除了减碳排放外，其他涵盖

的范围也包括节约用水和回收再用等。此外，博览馆的环保菜单亦再度证明本馆是履行企业

责任和可持续发展业务的先驱。” 

 

如欲了解亚洲国际博览馆的详情，请浏览：www.asiaworld-expo.com。 

 

关于亚洲国际博览馆 

 

亚洲国际博览馆是一项公营及私营合作联办的发展项目，由香港特区政府(主要股东)与包括香

港宝嘉建筑有限公司及中国工商银行(亚洲)有限公司组成之私人财团共同投资，用地则由香港

机场管理局提供。 

 

亚洲国际博览馆提供超过 70,000 平方米的可租用面积，是亚洲唯一采用无柱式设计、并与全

球 佳机场（Skytrax 年度意见调查） -- 香港国际机场连结在一起的世界级展览、会议及活动

http://www.asiaworld-exp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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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馆，同时备有 10 个位于地面的先进展馆，包括一个可容纳 14,000 名观众的香港 大室内表

演场馆 (AsiaWorld-Arena)、一个可容纳 700 至 5,000 人的香港 大室内峰会组合及宴会设施

(AsiaWorld-Summit) 以及一个全新可容纳 500 至 3,800 人的会议及活动场地 (Runway 11)。博览

馆坐拥完善的海陆空运输网络，交通四通八达，与中国珠江三角洲一带城市及全球商业都会

连接一起。博览馆适合举办大型世界级展览、会议、演唱会和各类文娱及体坛盛事。 

 

消息来源  亚洲国际博览馆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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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新闻 - 环境保护新闻案例 

“企业创造低碳经济” -- 中瑞环境论坛在瑞典馆举办 

上海 2010年 6月 9日电 /美通社/ -- 6月 9日上午上海世博会瑞典国家馆举行低碳经济主题研讨

会。会议由瑞典驻上海总领事馆和瑞典驻上海贸易协会共同举办。研讨会目标是给两国专家

提供交流平台，讨论如何促进向低碳经济转化。 
 
研讨会涉及的主要问题涉及在生产过程、交通及能源领域减能，借鉴宜家、阿特拉斯·科普

柯、沃尔沃与申沃、瑞典碳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中国华能集团公司、皇明太阳能集团和瑞典 
Opcon 公司等著名企业案例。 
 
上海市环保局局长张全先生将担任研讨会主题发言人，瑞典斯徳哥尔摩市副市长 Ulla Hamilton 
女士将进行结束致辞。 
 
研讨会为讨论建设城市低碳系统设立了特别环节。Tengbom 的建筑师将介绍全新的无锡 -- 瑞
典生态城市建设，还将介绍的有两个瑞典低碳城市案例 -- 哈默比和诺尔雪平。 
 
瑞典驻上海总领事姚汉森先生先生说：“瑞中两国在很多领域可以互相借鉴学习，也都在努

力减少对煤炭资源的依赖，减少能源需求。通过紧密合作，两国可以在这重要方面实现突破。

这是我们第一次让企业展示他们在减能方面的成果。” 
 
论坛是由中瑞可持续贸易项目 (SSSBP) 安排。SSSBP 是瑞典驻中国贸易协会主持的为期三年

的项目，涉及采购、环境、企业社会责任等方面，同时还是瑞典企业之间实现对话，分享经

验的平台。SSSBP 的会议、研讨会和专题讨论会旨在促进中瑞两国合作企业交流。瑞典驻上

海总领事馆和瑞典驻上海贸易协会与上海跨国采购中心共同运作这一项目，旨在实现中瑞两

国企业之间的可持续商业合作。 
 
更多信息，请联系： 
 
女士瑞典贸易协会 
Anita Jonsson 
手机：+86-134-8276-3610 
 
瑞典贸易协会 Lillian Zhou 女士 
手机：+86-136-8167-1092 
 
消息来源  上海世博会瑞典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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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新闻 - 法律纠纷新闻案例 

霍尼韦尔赢得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案 获赔 50 万 

上海 2011 年 4 月 2 日电 /美通社/ -- 位列财富百强的高科技企业霍尼韦尔近日赢得一起针对其

知名涡轮增压器品牌“Garrett 盖瑞特”的侵权案，全方位制止了制假者在产品商标、企业名

称和网络域名等方面的各种侵权行为，不仅维护了品牌声誉，更保障了客户的根本利益。 

 

经过一年多的审理，上海市黄浦区人民法院日前对由霍尼韦尔国际公司提起的上海盖里特涡

轮增压系统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盖里特公司”）及童玉伟、韩松侵犯其商标专用权、不正

当竞争纠纷一案做出一审判决，判令三被告立即停止对“GARRETT”、“Garrett 盖瑞特”商

标的侵权行为，并且赔偿霍尼韦尔经济损失共计 50 万元人民币。此外，法院还判令盖里特公

司停止使用域名、变更其企业名称使之不得含有“盖里特”文字。 

 

本案的 大亮点在于霍尼韦尔的各项诉讼请求在判决中得到了充分的支持，全方位地制止了

侵权者在产品商标、企业名称和网络域名等方面的各种侵权行为。同时，50 万元人民币的赔

偿金总额是商标法目前规定的法定赔偿数额的 高标准，也是霍尼韦尔目前为止在中国大陆

境内商标侵权案件中获赔数额 高的一次。 

 

霍尼韦尔“Garrett 盖瑞特”汽车涡轮增压器以创始人 Cliff Garrett 的名字“Garrett”作为商标

使用，其历史可以追溯到 1936 年。历经 70 多年发展，“Garrett 盖瑞特”如今已经成为世界知

名的涡轮增压器品牌，日生产量超过三万台，为全球 80 余家发动机厂和主机厂提供高品质产

品，在增加汽车动力的同时提高环保效应。目前“Garrett”商标已经在全球 40 多个国家注册，

为久负盛名的国际商标。 

 

“盖里特公司”在充分知情的情况下，多次通过各种方法侵犯霍尼韦尔“Garrett 盖瑞特”商

标专用权，2005至2008年间，尽管被工商部门多次查处，仍不断变换方式继续侵犯“GARRETT”

及“Garrett 盖瑞特”注册商标权。为了掩盖侵权事实，“盖里特公司”甚至申请注册中文“盖

里特”商标，英文“Gerritt”商标和“Gerritt 盖里特”及图形的组合商标，还在商业活动中使

用域名 www.gerritt.com.cn，欲以“合法的外衣”掩盖其商标侵权及不正当竞争的本质，引起

消费者的误认，将“Gerritt 盖里特”汽车涡轮增压器当作是世界知名的“Garrett 盖瑞特”汽

车涡轮增压器。 

 

“各种形式的知识产权包括专利、商标、版权和商业秘密帮助我们在市场中保持竞争优势，

我们的产品符合严格的质量控制标准，来自全球各地的顾客都已经把霍尼韦尔这一名字和商

http://www.honeywell-turbo.com.cn/aboutus/Introduce.asp
http://www.honeywell.com/sites/portal?smap=chinacn&page=intel-rights&theme=T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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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与创新、高品质的产品联系起来，”霍尼韦尔中国和印度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沈达理先生说，

“我们感谢各地工商机关和黄浦区法院对此案所采取的行动以及所做出的判决，此案表明了

中国政府对打击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的决心，也给了我们致力于在中国长期发展的信心。我们

将继续与政府部门紧密协作，保护我们的顾客、雇员、声誉以及公司免受任何侵犯知识产权

的非法行为带来的威胁和损害。” 

 

随着消费者品牌意识的不断提高以及政府对营造创新环境的日益重视，知识产权保护正受到

越来越多的关注。今年 1 月，霍尼韦尔协助上海市普陀区工商局对销售假冒“Genetron”（霍

尼韦尔旗下知名制冷剂品牌）一销售商进行调查并 终使假冒产品销售商被处以人民币 128

万罚款，有力震慑了行业内其他潜在制假者，保障了客户利益。除此之外，霍尼韦尔近年在

华开展了一系列知识产权保护行动并取得了卓越成果。2010 年 5 月，当地检察机关在辽宁省首

次对“Garrett 盖瑞特”涡轮增压器的假冒者提起刑事起诉，假冒者 终获刑 1 年并被处以罚

金人民币 10 万元。2008 年 11 月，因假冒霍尼韦尔“Bendix”品牌刹车片，福建省霞浦县华丰

机械工业有限公司及其负责人被刑事追诉一案不仅被 高人民法院评为当年“中国知识产权

司法保护十大案件”，还入选了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优质品牌保护委员会评选的“2008 年

知识产权保护十佳案例”。2008 年 9 月，浙江省高院终审判定杭州宏莱贸易有限公司因销售

假冒“Honeywell”品牌的霍尔元件传感器，立即停止侵权并赔偿霍尼韦尔人民币 20 万元。此

外，在各地工商行政管理局、质量技术监督局等执法部门的帮助下，一系列假冒霍尼韦尔公

司被依法取缔。更多霍尼韦尔品牌保护及反假冒项目介绍，请参见霍尼韦尔官方网站。 

 

关于霍尼韦尔 

 

霍尼韦尔国际 (www.honeywell.com) 是一家位列财富 100强的多元化技术和制造行业的领先企

业。在全球，其业务涉及航空产品和服务、楼宇、家庭和工业控制技术、汽车产品、涡轮增

压器以及特殊材料。霍尼韦尔公司总部位于美国新泽西州莫里斯镇，公司股票在纽约、伦敦

和芝加哥股票交易所上市交易。欲了解更多公司信息，请登陆访问www.honeywellnow.com。 

 

本报道或许包含在 1934 年证券交易法第 21E 项范围内的“前瞻性声明”。除历史事实以外，

以下声明可被看作是前瞻性声明，即关于我们或者我们的管理部门打算、期望、计划、相信

或者预期将会或者可能会在未来发生的行为、事件或者发展的声明。此类声明是我们的管理

部门根据其经验和对历史趋势、当前条件、预期未来发展和他们所相信的其他因素的认知，

做出特定的假定与估计。本报道所包含的前瞻性声明同样受到大量的材料风险和不确定性制

约，包括但不限于能够影响我们运作、市场、产品、服务和价格的经济、竞争、政府和技术

http://www.honeywell-turbo.com.cn/app/content/news/detail.asp?id=417
http://www.honeywell-turbo.com.cn/app/content/news/detail.asp?id=417
http://www.honeywell.com/sites/portal?smap=chinacn&page=pressrel_detail&theme=T8&c=n&id=A5EA86FDF-5FF8-A25E-1850-8F6547940192&catID=CF09300A3-EFF5-4903-860A-A455057F5EAB
http://www.honeywell.com/sites/portal?smap=chinacn&page=pressrel_detail&theme=T8&c=n&id=A5EA86FDF-5FF8-A25E-1850-8F6547940192&catID=CF09300A3-EFF5-4903-860A-A455057F5EAB
http://www.honeywell.com/sites/chinacn/brandprotection.htm
http://www.honeywell.com/
http://www.honeywellnow.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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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该前瞻性声明并不能确保未来业绩和实际结果，发展和业务决策可能与该前瞻性声明

的设想不符。 

 

欲知详情，请联系： 

霍尼韦尔中国企业传播部 

周曦 

电话：+86-21-2219-6513 

邮件：jocy.zhou@honeywell.com 

 

消息来源  霍尼韦尔 

mailto:jocy.zhou@honeywel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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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新闻 - 法律纠纷新闻案例 

北京高级人民法院做出有利于美利肯公司判决 

 
北京高级人民法院在专利案件中做出了有利于美利肯公司的判决 
 
上海 2012 年 7 月 20 日电 /美通社/ -- 美利肯公司在中国专利案件中获得有利判决，该判决支持

了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就涉及浙江八方电信有限公司及杭州乐发网络技术有限公

司诉讼中所涉专利效力的认定。 
 
在其判决中，北京高级人民法院维持了专利复审委和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早先作做出的

关于纺织子管专利有效的决定。 
 
“这是我们在保护知识产权道路上迈出的新的一步，”美利肯亚洲区董事总经理赵晓东博士

说，“这个判决确认了我们的权利，我们很高兴看到美利肯公司能够在一个保护知识产权的

商业环境中运营。” 
 
关于美利肯公司 
 
美利肯公司系自 1865 年起即致力于探索、发现和创造而不断提升人民生活的创新型公司，其

创新团队的努力使得美利肯公司成为拥有美国专利 多的私有公司之一。通过专注于包括特

种化学品、商业地毯和功能性材料在内的广阔领域，我们在全球各地每天为人民的生活提供

真实价值，提高健康与安全水平，并使世界 更可持续地发展。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milliken.com。 
 
消息来源  美利肯公司 
 

http://www.milliken.com/
http://www.millike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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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新闻 - 专利诉讼新闻案例 

嘉合科技均热板专利权获美国专利商标局确认 

弗吉尼亚州雷斯顿 2011 年 8 月 3 日电 /美通社/ -- 位于弗吉尼亚州雷斯顿的嘉合科技有限公司 
(Convergence Technologies (USA) LLC) 今天宣布，诉台湾迈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一家在台湾

注册的公司，下文简称“迈萪”）及其客户均热板专利侵犯案取得重大进展。在嘉合科技提

出专利侵权诉讼后不久，被告即向美国专利商标局 (USPTO) 提出申请要求部分重审嘉合科技

编号为 7,422,053 以及 7,650,931 的专利的有效性。经一系列裁决，美国专利商标局支持这些专

利的重大独立权项，同时仅驳回 25 项权项中的 4 项。 
 
嘉合科技创办人兼首席执行官 Steven H. Lee 博士表示：“在我们看来，美国专利商标局支持

我们的均热板专利并维护了我们的权益。我们认为这向该行业发出了明确的信号。”Lee 博士

还补充说：“在台湾未能胜诉，我们深表遗憾，同时我们需要继续在中国上诉，但是现在我

们期待美国的陪审团为我们主持公正。” 
 
均热板是 近新发明的冷却技术，对电子产业以及 LED 和太阳能这样的环保产业是至关重要

的。嘉合科技发现，均热板内存在独特的冷凝水流动特点，其申请专利的 Multiwick 结构独特，

拥有空间可变的吸水能力。凭借这种 Multiwick 结构，嘉合科技开发了拥有超强冷却能力的均

热板，并已在美国、日本、中国大陆和香港获得了此项技术的专利，并正在申请欧洲的专利。

美国专利商标局裁定的副本已经发布在公司网站上。 
 
嘉合科技有限公司 (http://www.ctecooling.com) 简介： 
 
嘉合科技有限公司 (Convergence Technologies (USA) LLC) 成立于弗吉尼亚东区，该公司拥有

专有均热板技术的美国专利，此项技术由嘉合电子有限公司 (CT Electronics Limited) 进行商业

化开发。 
 
传媒垂询： 
Carrie Cho 
电话：+852-3595-1900 
电邮：legal@ctecooling.com 
 
消息来源  Convergence Technologies (USA), LLC

http://www.ctecooling.com/


 

- 155 - 
新闻稿写作案例书 
- 主题写作案例 

主题新闻 - 专利诉讼新闻案例 

中微在泛林科技专利诉讼中第四次获胜 

上海，台北和旧金山 2012 年 1 月 5 日电 /美通社/ -- 中微半导体设备有限公司 (AMEC) 宣布中

微在由美国泛林科技在台湾针对中微关联公司提起的诉讼中再次取得了胜利。 
 
2011 年 12 月 29 日，台湾智慧财产法院 ("IP Court") 作出判决，维持了由台湾经济部智慧财产

局 ("TIPO") 作出的不利于泛林科技的决定。台湾智慧财产法院在判决中支持了台湾经济部智

慧财产局的立场，宣布泛林科技的专利号为 126873 的台湾专利（聚焦环装置专利）由于缺乏

新颖性和创造性而无效，因而无法构成指控中微侵权的依据。 
 
法庭的宣判标志着中微在泛林科技指控中微专利侵权的纠纷案中第四次取得了重大胜利，并

且进一步证明了中微在全球范围内尊重知识产权的坚定承诺。 
 
中微公司首席执行官尹志尧博士说道：“在泛林科技针对中微 Primo D-RIE® 产品的核心技术

领域发起的专利侵权诉讼中，中微再一次有力地澄清了指控。尽管有泛林科技法律诉讼的干

扰，但中微的业务仍然稳步发展。客户正在进一步认识到中微可单台独立操作的双台反应器

刻蚀机设备独特的设计、稳定的性能和成本上的显著优势。我们的首要任务是，通过提供

佳的刻蚀设备，帮助客户达到日益增强的、更有挑战性的技术指标。” 
 
关于中微半导体设备有限公司 
 
公司致力于为全球芯片生产厂商和相关高科技领域的世界领先公司提供一系列高端的芯片生

产设备。客户正是运用了中微先进的刻蚀设备和技术，制造了电子产品中 为关键的芯片器

件。中微的高端设备在 65、45、32、28、22 纳米及以下的芯片生产领域实现了技术创新和生

产力提高的 优化。中微公司以亚洲为基地，总部位于中国上海，其研发、制造、销售和客

户服务机构遍布日本、南韩、中国台湾、新加坡等地。 
 
更多信息请访问公司网站：www.amec-inc.com。 
 
Primo D-RIE 为中微公司注册商标。 
 
消息来源  中微半导体设备有限公司 

http://www.amec-inc.com/
http://www.amec-in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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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新闻 - 新产品或服务新闻案例 

国航推出贵宾旅客自驾车服务 

北京 2012 年 3 月 21 日电 /美通社/ -- 为了给贵宾旅客乘机出行提供更多便利，国航于 2011 年

底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3 号航站楼停车楼开设贵宾旅客自驾车服务区。持有国航白金卡以及乘

坐国内紫轩豪华头等舱的旅客将有机会享受首都机场 72 小时免费停车服务、免费洗车服务以

及相关进出港的引导服务等。 

 

国航“自驾尊享新服务”包括电话预约、协助办理值机手续、停车区 72 小时免费停车、1 次

免费车辆清洗、物品寄存、进出港引导及行李运送等服务项目。 

 

服务范围包括：乘坐国航实际承运航班的国航白金卡、国内紫轩豪华头等舱的自驾车旅客；

已享受出港自驾车停车服务，且进港航班到达航站楼为 3 号航站楼的旅客。 

 

如果需要预定国航专用停车位（A 区 06 通道）中的指定车位，可在航班预计起飞前 24 小时至

5 小时电话预约停车位（预约电话为：64556968 或 64556969）。自驾车服务区现场也会有服

务人员协助符合要求的旅客完成停车登记手续办理、车辆停放、乘机登记手续办理、行李运

送等一系列出港准备工作。登机之前，贵宾旅客还可在国航精心设计的自驾车服务区休息室

稍事停留、休息。此外，服务人员也会记录贵宾旅客的进港航班信息及时间，以便在旅客进

港时协助其运送行李、办理离站手续等。对于停车时间超过 72 小时的贵宾旅客，自驾车服务

区将按照首都机场停车楼的计时收费规定收取超时停车费。 

 

自驾尊享新服务是国航回馈高端旅客、打造品牌化专属服务的又一重要举措，此项服务为贵

宾旅客提供了更为贴心的管家式全程服务，使您能够更加畅享无忧旅程；此项服务更是国航

致力于为旅客提供美好、独特客户体验理念的充分诠释。在未来，国航将继续深入了解旅客

需求，提供更多高端定制化服务，满足旅客出行需求。 

 

关于国航： 

 

中国国际航空公司是中国唯一的载国旗航空公司，星空联盟成员。截止 2011 年 12 月，国航拥

有以波音、空客为主的各型客货飞机 306 架（不含控股公司），航线 289 条，覆盖 30 个国家

和地区，通过国航及星盟成员强大的航线网络，旅客可顺畅到达 181 个国家的 1,160 个目的地。 

 

http://www.airchina.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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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航知音”，英文名称 PhoenixMiles，是中国国际航空公司为经常乘机出行的商旅客人精心

设计的，一项遍及世界的里程奖励计划，“国航知音”会员数量现已突破 1700 万人。2011 年，

国航连续第五年跻身“世界品牌 500 强”。了解更多信息，请登录国航网站 www.airchina.com。 

 

消息来源  中国国际航空公司 

 

 

 

http://www.airch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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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新闻 - 新产品或服务新闻案例 

华为推出世界上速度 快的智能手机：华为腾飞 D 四核 

加载华为专有的四核芯片和电源管理系统  
 
西班牙巴塞罗那 2012 年 2 月 27 日电 /美通社/ -- 全球领先的信息和通信技术 (ICT) 解决方案供

应商 -- 华为今天推出世界上 快的四核智能手机 -- 华为腾飞 D (Huawei Ascend D) 四核。此款

手机拥有 1.2GHz/1.5GHz 华为 K3V2 四核处理器、4.5 英寸智能手机中 为紧凑的设计、扩大

手机用户应用范围的 Android 4.0 操作系统以及可节电高达 30%的华为专有的电源管理系统。 
 
华为终端公司 (Huawei Device) 董事长 Richard Yu 表示：“我们一直在倾听智能手机用户的心

声，了解到他们 迫切的需求，那就是速度、长电池寿命、高品质视听能力、紧凑轻便的设

计。华为腾飞 D 四核在这些方面都超出了人们的期望。一月份在拉斯维加斯消费电子展上，

华为腾飞 P1 S (Huawei Ascend P1 S) 刷新了新的世界记录，成为了世界上 轻薄的智能手机。

我们在 2012 年世界移动通信大会 (2012 Mobile World Congress) 推出腾飞 D 四核，这款世界上

速度 快的智能手机再次令我们成为世界第一，这令我们感到非常自豪。” 
 
腾飞 D 四核配置了拥有 4.5 英寸 720P 高清触摸屏和业界 强大的 32 位真彩图形处理器，这些

使之成为娱乐佳品。这款手机的 PPI 330 屏幕可以在阳光直射下提供完全透明的显示效果，这

种屏幕配合 Dolby 5.1 环绕声 (Dolby 5.1 Surround Sound) 和 Audience earSmart(TM) 语音技术，

将为用户带来全新的感官体验。800 万像素 BSI 后方摄像头、130 万像素前置摄像头以及 1080p 
全高清视频捕捉和回放功能将让您更清晰、更细致地记录您的特殊时刻。 
 
腾飞 D 四核智能手机配备了一块 1800mAh 电池，正常使用的续航时间为 1-2 天。这款智能手

机的电池性能得到了华为终端公司专有的电源管理技术的强化，这种技术可以依据使用需求

调整耗电量，其电池寿命因而得以延长，较行业平均水平高 30%之多。这种技术还可以维持

芯片的低温状态，从而确保芯片集拥有更高的性能和效率。 
 
宽 64mm、厚 8.9mm 的腾飞 D 四核证明，尺寸小也可以有好配置。在超薄框架下，这款轻便

的袖珍型智能手机的 4.5 英寸触摸屏似乎没有边缘，创造出“无限”的触感并使超窄机体成为

可能。 
 
腾飞 D 四核不仅有颇具创意的硬件设计之外，还拥有卓越的软件设计。除 Android 4.0 操作系

统以外，这款手机优化了用户体验，确保使用起来更加容易。 
 
作为腾飞 D (Ascend D) 系列的一部分，华为还推出了腾飞 D 四核 XL 和腾飞 D1 等智能机。腾

飞 D 四核 XL 配置了一块 2500mAh 电池，正常使用续航时间为 2-3 天。腾飞 D 四核 XL 在规

格上与腾飞 D 四核相同，它的厚度为 10.9 mm。腾飞 D1 加载 1.5 GHz 双核 CPU 和一块

1670mAh 电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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腾飞 D 四核系列智能手机将于 2012 年第二季度在中国、澳大利亚、欧洲、亚太、北美和南美

以及中东等市场上市。腾飞 D1 将从 2012 年 4 月开始在上述市场开售。  
 
华为终端公司简介 
 
华为终端公司认为，人人都可以成为信息中心，并且如果访问和信息传输障碍得到消除，世

界将变得更加美好。华为终端拥有由智能手机、移动宽带设备和家用设备组成的强大的产品

组合，这证明该公司不仅专注于客户需求，同时还致力于通过持续创新带来用户友好型移动

互联网体验。华为终端过去 20 多年在信息和通信产业取得了成功，拥有属于自己的渠道专业

知识、运营能力以及全球合作伙伴资源。该公司在此基础上正在努力实现转型，从一个在单

笔交易中向大型企业出售数百万终端的企业转变为直接向数百万大众直接销售单个终端的

“企业对大众” (B2P) 的品牌。截至 2011 年底，华为终端服务于全球 500 多家运营商。欲了

解更多信息，请访问华为终端公司网站：http://www.huaweidevice.com。 
 
若想定期了解华为终端的近况，方式如下： 
Facebook：http://www.facebook.com/huaweidevice  
Twitter：http://www.twitter.com/HuaweiDevice 
YouTube：http://www.youtube.com/user/HuaweiDeviceCo  
Flickr：http://www.flickr.com/huaweidevice  
 
消息来源  华为终端公司

http://www.huaweidevice.com/
http://www.facebook.com/huaweidevice
http://www.twitter.com/HuaweiDevice
http://www.youtube.com/user/HuaweiDeviceCo
http://www.flickr.com/huaweide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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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新闻 - 产品召回新闻案例 

少节约 0.89 度电 雷士照明召回节能灯 

惠州 2011 年 4 月 17 日电 /美通社/ -- 由于在整个 8000 小时的寿命期间，少节约了 0.89 度电，

约合 0.53 元，日前，中国 大的照明品牌企业雷士照明宣布节能灯召回，凡购买了一款型号

规格为“YPZ220/5-SFP RR E27 5W 220V 50Hz”5W 节能灯产品的消费者均可前往雷士照明全

国各地的品牌专卖店办理免费退换货手续。 
 
早前，雷士照明质检技术人员在检测时发现，虽然此批产品仍符合节能认证的规范，但由于

灯管在制造过程中的一致性未控制好，未能达到设计的一级能效要求，属于批次性问题。本

次召回涉及数量 82.4 万只，涉及金额超过 1000 万元。 
 
“雷士照明是一家视质量为生命的企业，对于事件的发生我们深表歉意，对于消费者的损失

我们尽力弥补，希望以此次节能灯召回为契机，与行业同仁一起来净化节能灯市场。”雷士

照明董事长吴长江表示，非常欢迎相关职能部门及消费者对雷士照明的产品质量进行监督。 
 
“作为首例国内知名企业节能灯召回，雷士照明开创了知名企业召回节能灯的先例，体现了

企业对质量严格要求及负责任的态度，维护了消费者应有的权益。”中国品牌第一人、著名

品牌战略专家李光斗表示，产品有缺陷企业应该勇于承担责任，雷士照明为照明行业树立了

表率，召回将使企业的质量管理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欲知详情，请联系： 
陈艺飞 
品牌管理中心 
雷士照明控股有限公司 
电话：+86-752-278-6504 
传真：+86-752-278-6782 
电邮：flychenyifei@163.com 
 
消息来源  NVC 
 

mailto:flychenyifei@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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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新闻 - 产品召回新闻案例 

广州好又多前进店召回被污染食品 在售产品安全 

中国广州 2011 年 1 月 10 日电 /美通社/ -- 根据我商场前进店举报，经相关部门初步侦查，2011
年 1 月 3 日至 4 日在广州好又多前进店售出的以下商品，包括：散装大米、散装香菇、活鱼、

肉滑、散装粉丝、散装宽粉条被污染有害物质。我商场正全力配合市公安局、市食药监局、

市卫生局、市工商局、海珠区政府进行深入调查及处理。其它的好又多超市没有类似的情况。 
 
公司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和广大顾客的健康和安全，也高度重视食品质量安全。本着对顾客健

康和安全负责任的态度，请在上述日 期内在该店购买上述商品的顾客立刻停止食用相关商品，

并在 1 月 20 日前到如下地点办理退货事宜。同时，我司对店内所涉日期商品已全部进行下架

封存，以备相关部门进一步侦查。目前商场在售的所有商品是安全的。感谢您的合作！ 
 
退货地点：广州市海珠区江南大道中 99 号好又多前进店 
办理时间：8：30-22：00 
联系电话：+86-20-34249121（8：30-22：00） 
 
消息来源  好又多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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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新闻 - 人事任命新闻案例 

高福澜将出任沃尔玛中国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香港 2012 年 2 月 7 日电 /美通社/ -- 今天，沃尔玛宣布沃尔玛国际业务高级副总裁高福澜 (Greg 

Foran) 被任命为沃尔玛中国总裁兼首席执行官。他将在获得工作许可证后，于 3 月 1 日正式赴

任中国。 

 

高福澜是拥有 30 多年丰富零售经验的领导者，他于 2011 年 10 月加入沃尔玛。在此之前，他

的职业发展主要是在新西兰和澳大利亚，他从担任 Woolworths 公司兼职理货员开始，成长为

超市业务负责人。高福澜曾在 Woolworths 公司担任多个重要领导岗位，包括在其下属的折扣

连锁店 Big W 以及专营电子消费品的 Dick Smith 分别担任总经理职务。他在营运、采购、市

场、补货等多个领域拥有丰富的经验。 

 

“高福澜在零售领域成就出众，他非常胜任这一领导岗位，带领沃尔玛中国的业务发展，”

沃尔玛亚洲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沃尔玛中国临时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贝思哲（Scott Price）说，

“我很高兴他的丰富经验将帮助我们继续拓展在中国的发展，更好地践行公司的使命 -- 帮助

中国顾客省钱，使他们生活得更好。” 

 

“我很荣幸能够领导在中国的业务并服务这里的顾客，”高福澜说，“中国是沃尔玛很重要

的市场。我期待着能够和我们在这里的 10 万名员工并肩努力。” 

 

沃尔玛于 1996 年进入中国市场，并在深圳开设了沃尔玛购物广场和山姆会员商店。目前沃尔

玛在中国经营多种业态，包括购物广场、山姆会员商店、社区店。截至 2012 年 2 月 1 日，沃

尔玛在中国 140 个城市共开设 370 多家商场，在全国创造了约 100,000 个就业机会，曾获得“

佳雇主”、“ 适合工作的零售企业”等多个奖项。 

 

关于沃尔玛百货有限公司 

 

沃尔玛百货有限公司（纽交所代码: WMT）在 28 个国家开设了超过 10,000 家商场，下设 69

个品牌，每周为客户和会员提供服务超过 2 亿次。2011 财政年度销售额达到 4190 亿美元，全

球员工总数超过 210 万人。沃尔玛带领行业致力于可持续发展、企业慈善以及提供就业机会，

详情请登陆 www.walmartstores.com，或访问 Twitter 主页 http://twitter.com/walmart。在线商品

销售可登陆 www.walmart.com 和 www.samsclub.com。 

 

http://www.walmartstores.com/
http://twitter.com/walmart
http://www.walmart.com/
http://www.samsclub.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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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高福澜 

 

沃尔玛国际业务高级副总裁高福澜（Greg Foran）将于 2012 年 3 月 1 日出任沃尔玛中国总裁兼

首席执行官，负责沃尔玛公司在中国的零售业务运营。沃尔玛在中国拥有 370 多家商场及 10

万多名员工，在中国市场占据重要地位。 

 

高福澜是拥有 30 多年丰富零售经验的领导者，他于 2011 年 10 月加入沃尔玛。高福澜的职业

生涯从在零售企业 Woolworths 公司担任兼职理货员开始。加入沃尔玛公司之前，他是 

Woolworths 公司超市业务负责人。他还曾在 Woolworths 公司担任多个重要领导岗位，包括在

其下属的折扣连锁店 Big W 以及专营电子消费品的 Dick Smith 担任总经理职务，在营运、采

购、市场及补货等多个领域拥有丰富的经验。 

 

高福澜就读于新西兰管理学院，并在弗吉尼亚大学和哈佛大学分别完成管理和高级管理的学

业。 

 

消息来源  沃尔玛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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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新闻 - 人事任命新闻案例 

保罗·普罗克特任上海浦东盛高假日酒店总经理 

上海 2012 年 7 月 23 日电 /美通社/ --近日，上海浦东盛高假日酒店正式任命保罗·普罗克特先生

为酒店总经理。正式上任后，普罗克特先生将负责上海浦东盛高假日酒店的各部门日常运营、

促进员工培养和发展、提升宾客满意度，并将致力于酒店的战略制定与认知推广。 

 

普罗克特先生作为经验丰富的酒店管理者，拥有 14 年国际品牌酒店从业经验，并先后服务于

亚洲、欧洲以及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等地区的国际品牌酒店，并于 2008 年起加入洲际酒店

集团。 

 

普罗克特先生作为经验丰富的酒店管理者，拥有 14 年国际品牌酒店从业经验，并先后服务于

亚洲、欧洲以及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等地区的国际品牌酒店，并于 2008 年起加入洲际酒店

集团。他拥有工商管理学硕士以及酒店及餐饮管理证书的高学历学位，因此，普罗克特先生

更具有卓越的领导力，善于建设、整合以及培养优秀团队。 

 

加入上海浦东盛高假日酒店之前，普罗克特先生任职于位于英国伦敦，全球 大假日品牌酒

店凯因斯顿假日酒店。作为酒店经理，普罗克特先生直接监管酒店各部门确保酒店各职能领

域严格执行假日品牌标准，使得酒店以其出色的业绩表现赢得了集团内高度认可，并在当地

市场建立了卓越的品牌声誉。 

 

普罗克特先生出生于英国，这是他首次来到中国工作，对此次出任上海浦东盛高假日酒店总

经理，他满怀信心地说道：“此次来到这家上海一流的假日品牌酒店，我倍感自豪，酒店将

继续致力于为宾客提供 佳的下榻经验，从而体现假日品牌‘聚焦真我，留驻假日’的核心

价值。” 

 

关于上海浦东盛高假日酒店 

 

上海浦东盛高假日酒店位于浦东新区的中心位置，拥有 390 间豪华客房、1100 平米无柱宴会

厅、4 间餐厅及酒吧，并配以完善的健身设施。上海浦东盛高假日酒店不仅为宾客量身定制专

属的成功会议，刷新美食体验， 具特色的天幕室内游泳池更带来畅游在 24 楼高空里的惊喜

感觉。 

 

消息来源  上海浦东盛高假日酒店 

http://www.pdsgholidayin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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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新闻 - 企业参展新闻案例 

TUV 南德意志集团参加 17 届广州照明展 

广州 2012 年 6 月 15 日电 /美通社/ -- 全球 大规模之照明与 LED 展览盛会第 17 届广州国际照

明展览会于 2012 年 6 月 12 日在广州琶洲展览中心顺利结束。展会为期四天，是全球领先及

全面的照明业界盛事，世界 500 强的照明及 LED 领域的企业与品牌悉数在此云集。来自德国

第三方认证权威机构 TUV 南德意志集团（以下简称 TUV SUD）携手专家团队参加此盛会，

并在展会期间就当前的热点话题“LED 产品的能效认证”举办专场的技术讲座，为国内的 LED 
企业提供专业的技术指导。 
 
LED 灯具的出口情况将继续保持良好势头 
 
LED 照明是 21 世纪 具发展前景的产业之一，正引发全球性照明光源的革命。我国正在逐步

发展成为全球 LED 照明产品的主要生产基地和出口基地，目前国内 LED 企业 70%仍以出口为

主，在欧洲经济危机蔓延、美国消费市场复苏无力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下，未来出口形势让人

难以琢磨。与去年同期相比，今年第一季度的 LED 灯具的出口情况依然保持了比较好的趋势。

例如珠三角区域的东莞增长了 70%，长三角区域的昆山也有 30%的增长，第一季度的出口批

次和金额相比去年同期都有较大的增长。超长寿命、低功耗的性能优点以及与节能环保理念

的契合，使得 LED 行业前景一片大好。随着 LED 行业的迅猛发展，我国大批 LED 照明企业

将高质量的 LED 产品输送到世界各地，而认证是打开出口国市场的金钥匙。展商表示，由于

资质认证不周全，企业对标准了解不详尽等因素，经常存在出口产品被召回、退货等风险，

从而令到出口成本增加。 
 
TUV SUD 助力国内 LED 企业提升国际竞争力 
 
LED 市场分析显示，2011 年，LED 市场产值达到 166 亿美元，整个产业规模还在不断扩大。

在整个产品体系中，60%以上的生产故障以及 70%以上的市场返修也都是由于器件失效引起

的，但是大多数企业对此却没有采用系统化的电子可靠性工程方法来解决，导致效率较低，

产品质量不高，使用寿命不长。中国的电子照明行业受到价格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在延长产

品使用寿命的设计方面有明显不足。 
 
TUV SUD 自进入中国市场二十余年来，依托其先进德国技术能力支撑，积极培养复合型检测

人才和专业服务团队，在确保企业产品和流程的品质的前提下，为客户提供全面的一站式服

务，如测试、检验、认证、培训服务和咨询服务，满足企业缩短产品上市的时间抢占市场先

机，从日趋激烈的国际市场竞争中获得消费者信任并且赢得市场份额的要求。力求帮助企业

缩减企业市场开拓成本，降低风险使产品升值，提升企业在国际产业链中的竞争力。针对 LED 
照明产品，TUV SUD 近年来陆续加大了对能效服务的投入，2011 年 1 月，TUV SUD 已经成

为 EPA 认可的能源之星照明产品认证机构，2012 年 2 月，TUV SUD 正式获得 NVLAP 有关高

效照明计划的认可。基于此认可，TUV SUD 被美国环境保护署 (EPA) 列为能源之星的测试机

http://www.tuv-sud.cn/home_zh.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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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至此，TUV SUD 可以提供全方位的一站式测试及认证服务，从能效，安全到电磁兼容（包

括 新发布的 EMF 标准解读）等。这也增强了我们在能效服务方面的认可度和实力。 
 
作为百年德国权威认证机构，TUV SUD 将坚持“权威认证，创享价值”的理念，根据市场需

求的变化，不断完善现有的检测认证服务，在灯具方面在保持原有的技术优势的基础上，将

增强跨区域、多国家、多服务认证的综合认证能力，为中国 LED 生产企业提供优质的技术服

务，增强产品的竞争力。 
 

如有任何问题，请联系： 

 

王海艳 小姐 
企业发展沟通 
TUV 南德意志集团 
中国上海恒通路 88 号 200070 

Tel: +86 21 6141 0726 
Fax: +86 21 6140 8600  
Mp.: +86 0 136 3633 1456 
E-mail: haiyan.wang@tuv-sud.cn  
Internet: www.tuv-sud.cn  

 

 

 

 

 

TUV 南德意志集团于 140 多年前在德国成立，是全球领先的技术服务公司之一，服务范围覆

盖测试、认证、检验、资讯及专家指导等多个领域。公司在全世界拥有 600 多个代表处，员工

约 17,000 人，着力为客户提供技术、体系及实际运作中的优化服务。 
 
TUV 南德意志集团在中国的业务开展已有 20 年历史。至今，已为 20,000 多家客户提供了相应

服务。 
 
消息来源  TUV 南德意志集团 

mailto:haiyan.wang@tuv-sud.cn
http://www.tuv-sud.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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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新闻 - 企业参展新闻案例 

中国移动和华为等公司高管出席 GSMA 亚洲移博会 

中国移动、华为、诺基亚、Smart 和中兴的高管将在 2012 年 GSM 协会亚洲移博会上做主题

演讲 

 

亚洲移博会的参展商包括中国移动、中国联通、NTT DOCOMO 和中兴 

 

伦敦 2012 年 3 月 29 日电 /美通社/ -- GSM 协会 (GSMA) 今天宣布，来自中国移动、华为、诺

基亚、Smart Communications 和中兴的高管将在 GSM 协会亚洲移动通信博览会 (Mobile Asia 

Expo)（简称“亚洲移博会”）上做主题演讲。亚洲移博会将于 2012 年 6 月 20 至 22 日在上海

新国际博览中心举行。GSM 协会提供了亚洲移博会会议项目以及展览、赞助和支持该活动的

公司的更多详细信息。此外，GSM 协会宣布，希望参加亚洲移博会会议和展览的个人现已可

以预约登记。 

 

GSM 协会首席营销官 Michael O'Hara 表示：“我们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 移动通信完全改变了

我们交流、互动、学习和娱乐的方式，而且随着更多人和事务通过移动技术联系到一起，这

种转变的速度还将继续加快。亚洲移博会将把推动当今移动世界创新的个人和公司聚集到一

起，并强调亚洲在全球通信市场的重要作用。” 

 

GSM 协会宣布下列高管将参加亚洲移博会的主题演讲： 

 

• 中国移动董事长奚国华 

• 华为运营商业务集团首席执行官丁耘 (Ryan Ding) 

• 诺基亚亚太区总裁 Olivier Puech 

• Smart Communications 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Napoleon Nazareno 

• 中兴总裁史立荣 

 

除了主题演讲以外，会议还包括各项专题会议，对日新月异的移动行业当前和未来趋势提供

不可或缺的深刻见解。在亚洲移动通信博览会上讨论的主题包括应用程序、设备、嵌入式移

动、移动广告、移动宽带、移动健康、移动互联网、移动货币、移动运营商战略、网络演进、

近距离无线通讯技术 (NFC)、移动零售、社会化媒体等。 

 

移动行业的领导者将展示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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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广泛的移动产业链的 500 家领先企业将在亚洲移博会上展示他们的创新型产品、服务和解

决方案。目前确定参加亚洲移博会的展商包括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大唐电信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万事达卡、NEC、NTT DOCOMO、Panguso Corporation、Sprint、Visa、雅虎和中兴等

等。中国移动是亚洲移博会的铂金活动赞助商，此次展览会的支持合作伙伴包括中国邮电器

材 (PTAC)、上海市通信行业协会 (SCIA) 和电信终端测试认证论坛 (TAF)。 

 

亚洲移博会现已开放登记 

 

参加亚洲移博会的登记工作现已在线开放，希望参加会议或参观展览的个人可以登

录 http://www.mobileasiaexpo.com/registration/ 查看不同入场证及价格信息。 

 

垂询 2012 年亚洲移动通信博览会的更多详情，包括如何参加、展览或赞助的详细信息，请访

问 www.mobileasiaexpo.com。 

 

GSM 协会简介 

 

GSM 协会是全球移动运营商利益的代表。它联合了全球 220 多个国家的近 800 家移动运营商，

以及更广泛的移动产业链中的 200 多家企业，其中包括手机制造商、软件公司、设备供应商、

互联网企业以及媒体与娱乐组织。GSM 协会还举办世界移动通信大会和亚洲移动通信博览会

等行业主要活动。 

 

垂询详情，请访问移动通信行业在线门户网站 Mobile World Live：www.mobileworldlive.com 或

者 GSM 协会网站 http://www.gsmworld.com。 

 

消息来源  GSM 协会 

 

http://www.mobileasiaexpo.com/registration/
http://www.mobileasiaexpo.com/
http://www.mobileworldlive.com/
http://www.gsmworl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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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新闻 - 商业展览新闻案例 

环球资源 2012 年春季电子展揭幕 

历届规模 大，展示逾 3,600 个展位，同比增长 10% 
 
“环球资源电子产品及零件采购交易会”、“环球资源安防产品采购交易会”及“环球资源

韩国电子产品及零件采购交易会”于 4 月 12 至 15 日期间在香港亚洲国际博览馆举行 
 
香港 2012 年 4 月 12 日电 /美通社/ -- 环球资源 Global Sources (NASDAQ: GSOL) 历届规模 大

的春季电子展今天正式揭幕，共计展示超过 3,600 个展位，同比增长逾 10%。本届展会使用了

香港亚洲国际博览馆全部十个展馆，并由今天起至 4 月 15 日举行。三个同场举办的展会包括

“环球资源电子产品及零件采购交易会”、“环球资源安防产品采购交易会”及“环球资源

韩国电子产品及零件采购交易会”。 
 
本届展览会是香港同类型展会中涵盖 多中国电子供应商的采购展，他们通过逾 2,700 个展位

向与会买家展示 新的电子产品，而来自香港及中国台湾供应商的展位数目也超过了 450 个。

其它参展商则来自韩国、马来西亚、日本、印度、菲律宾、澳大利亚及以色列。 
 
展会汇聚亚洲顶级供应商及国际大型买家 
 
环球资源展览部总裁黄谭伟先生表示：“‘环球资源采购交易会’是买卖双方开展实质业务

往来的理想平台，由于展会把众多优质买家及具实力的供应商汇聚一堂，这不但可节省买卖

双方的洽商时间，而且也提高采购效率。” 
 
数以万计来自世界各地的买家已经预先登记并计划出席本届展会，其中包括来自 Auchan、Best 
Buy、Bosch、 Cencosud、Coles Myer、Delta Group、Eurotec、JVC Kenwood、Li & Fung、Panasonic、
Philips、Sanwa、Samsung、Sharp-Roxy、Siemens、Toshiba 及 Yamaha 等的买家代表。 
 
黄先生补充说：“我们的展会已经发展成为发布中国创新电子产品的平台，因此吸引众多国

际大型买家不断的重临展会，寻找更多新的供应商并采购创新的电子产品以提高他们的销售。

2012 年全球科技设备的消费额将达到一万亿美元，为配合庞大的市场需求，本届展会特别增

设了智能手机、平板电脑及移动设备配件的专区，方便买家进行采购。” 
 
展会展示多元化电子产品 
 
本届春季“环球资源电子产品及零件采购交易会”的两大特色是亚洲 大的车载电子及全球

定位系统产品展区和香港规模 大的电脑周边产品、电脑终端设备及网络产品展区。与此同

时，苹果产品周边配件和平板电脑及移动设备配件两个展区共设有超过 370 个展位，为买家展

示时下 灸手可热的产品。 

http://www.globalsourc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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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专门产品展区还包括消费类电子产品及配件、电子零件、家庭影音娱乐设备、互联技术

及产品、个人数码电子产品、电源设备、智能手机、通讯及无线产品和电子产品专用包。 
 
“环球资源安防产品采购交易会”则设有门禁系统及无线射频、防盗报警器及感测器、CCTV 
及数码监视器、安全及防火产品和家居安防及系统整合产品的专区。 
 
“消费类电子产业未来发展趋势”CEO 高峰论坛激发技术创新理念 
 
首届“消费类电子产业未来发展趋势”CEO 高峰论坛今天举行。论坛由环球资源、香港资讯

科技商会和消费电子产品联盟共同举办，旨在激发大中华地区电子厂商更多技术创新理念，

进一步推动消费类电子行业的发展。论坛邀请众多业内顶尖专家及大中华地区电子产品制造

商代表出席，共同探讨业内 新技术趋势，并就如何开发下一代消费电子产品分享他们精辟

独到的见解。 
 
强化增值服务及研讨会助力买卖双方更有效的洽商 
 
为了帮助与会买家和供应商更加有效的面谈洽商，环球资源在展会期间提供了一系列特别活

动，其中包括： 
 

• “在线展会”(Online Sourcing Fairs)：网上展览会进一步扩大享负盛名的“环球资

源采购交易会”的覆盖面及价值。即使买家未能亲身到现场参观展会，也可以通过

在线展会浏览参展商的展位及产品。而参展商则可通过在线展会提升曝光率。“在

线展会”方便买家在展前、展中和展后与参展商洽谈合作机会，在提升买家采购效

率的同时也提高参展商的投资回报。 
 

• “买家专场采购会”(Private Sourcing Events)：让通过预先筛选的参展商有机会在

展会期间与大型国际买家进行“一对一”的面谈洽商。来自 Alcatel-Lucent、Arctic、
CYA、Digimate、Dollar General、First Act Entertainment、Intelbras、Monster、
OSIM、Sagemcom、TechZone、The Source 及 Skyworth 等买家共 18 支采购团队将出

席本次展会期间“买家专场采购会”，他们的综合年销总额高达超过 360 亿美元。 
                 

• 免费的研讨会：展会期间举办的研讨会邀请行业专家针对不同产业话题展开演讲，

与会者将可获得第一手的市场情报及实用的采购建议。 
 

本届在香港举办的“环球资源电子产品及零件采购交易会”、“环球资源安防产品采购交易

会”及“环球资源韩国电子产品及零件采购交易会”的开放时间为： 
 

• 4 月 12 至 14 日   上午 9:30 至下午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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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15 日   上午 9:30 至下午 5:00 
 
买家如欲进行免费登记或了解展会更多详情，请登录“环球资源采购交易会”网

站：http://www.chinasourcingfair.com。 
 
环球资源 
 
环球资源是一家领先业界的多渠道 B2B 媒体公司，致力于促进大中华地区的对外贸易。 
 
公司的核心业务是通过一系列英文媒体，包括网站 (http://www.globalsources.com)、印刷及电

子杂志、采购资讯报告、“买家专场采购会”、贸易展览会及“在线展会”，促进亚洲各国

的出口贸易。 
 
超过 118 万名国际买家、当中包括 85 家来自全球百强零售商，使用环球资源提供的服务了解

供应商及产品的资料，帮助他们在复杂的供应市场进行高效采购。另一方面，供应商借助环

球资源提供的整合出口推广服务，提升公司形象、获得销售查询，赢得来自逾 240 个国家及地

区的买家订单。 
 
环球资源也通过一系列中文媒体协助海内外企业在大中华地区行销，当中包括网站、印刷及

电子杂志、研讨会及贸易展览会。环球资源在中国设有超过 40 个办事机构，公司的中文媒体

拥有逾 4 百万名网上注册用户及杂志读者。 
 
环球资源于 2000 年在美国纳斯达克股票市场公开上市，如今已经成功迈向第 5 个十年。 
 
消息来源  环球资源 Global Sources

http://www.chinasourcingfair.com/
http://www.globalsourc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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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新闻 - 商业展览新闻案例 

中国（上海）国际游艇展顺利落幕  销售额破纪录 

上海 2012 年 4 月 26 日电 /美通社/ -- 持续 4 天的2012 年中国（上海）国际游艇展今日顺利落下

帷幕。据不完全统计，本届展会促成 22 亿元交易额，相比去年增长 120%，一举夺下至今为

止国内同类展会成交额冠军。其中展会现场实际成交额近 10 亿，意向成交额近 12 亿。 
 
本次展会售出 贵游艇 1.4 亿， 便宜船艇仅需 3 万元，而 30-60 万船艇大受欢迎。买家来自

全球，国外订单数增长；国内买家分布广泛，除了大连、青岛、山东、江苏、浙江沿海地区，

内陆省市如湖北、湖南、河南也不乏买家，甚至新疆、海南等地买家也慕名而来。 
 
2012 中国（上海）国际游艇展首次移师上海世博展览馆，展位面积达到 38000 平方米，吸引

了来自美国、意大利、日本、西班牙等 450 家展商参展，近 500 条实船集体亮相。观众数量更

是首次达到 31835 人，相较往年增长约 50%，其中海外观众增长约 55%，国内观众增长约 40%。 
 
今年豪华游艇销售依旧势头强健。开展首日，巴富仕即售出一艘迪拜品牌“皇家 88”英尺，

总价达 3680 万，据称买家为某上市公司。飞驰游艇的 4 艘展艇全部初次洽谈随即现场签售，

包括：美国豪华游艇 Regal35，价值超 300 万元，另售出两艘分别为 190 万元 Regal2300 和 70
万元的 Regal30，买家均为现场下单，用于私人娱乐。圣斯克亚洲带来的 Sunseeker 40 米，是

目前国内 大的游艇之一，售价高达 1.4 亿（不含税），买家为华东地区集团公司，创下本届

展会单艇售价 高的记录。水上展区位于世博 L2 码头，两边标志性的大桥、紧邻奔驰演艺中

心、对面为船舶馆，构成美丽的浦江风景线，这也促成水上展区 大的一艘游艇佳豪以 2000
万元被意大利人收入囊中。 
 
相较于国外品牌，国内品牌采取的“国外设计、国内制造”方式在性价比上争取到了更大的

优势，同样受到买家青睐。本次展会，山东福临顿带来的 47 尺金枪鱼钓鱼艇，价值约 1 千万，

意大利游艇经销商在现场预订 6 条，法国经销商预订 9 条，此外美国迈阿密游艇商也已签下

15 张洽谈订单，总额约 3 亿，成为本届展会上 大订单。另有意大利船商预订了福临顿 2 艘

无铁架游艇，广东、福建也各有买家有购买意向。毅宏游艇在开展首日即售出一艘商务艇 -- 38
尺“水上餐厅”系列，售价达 238 万，据称买家来自湖北宜昌。春风游艇单价 98 万的 SRC26 
游艇也售出 10 艘。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的游艇展上，30-60 万船艇 受大众的追捧。宾士域游艇在这次展会共售

出 13 艘 Harris220，单价 32 万，据称买家来自全国等地。飞驰游艇售出一艘浮筒船 suntrack，
价值 30 万。 
 

对于本届展会取得 22 亿成交记录，展会主办方之一上海博华国际展览公司高级事业部总监高

海燕给出原因：中国（上海）国际游艇展已成功举办 17 年，展会一直秉承服务整个游艇产业

链，坚持展品覆盖整个产业链，从豪华游艇到“平价游艇”，将游艇生活从富豪“普及”到

http://www.boatshowch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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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众。上海际游艇展已形成游艇和尚品生活相结合，综合配套与专业展区相结合的亚洲 具

规模的展会，希望中国（上海）国际游艇展推动中国游艇产业链的形成与游艇文化的传播做

出努力。 
 

此次展会上，不少参展商也带来各自的新品和新技术。如在伦敦游艇展上获得众多奖项的 
Sunseeker 28 米手工打造的水上“劳斯莱斯”、宾士域游艇的“背景音行驶”技术、博纳多的

2012 全新船型遨享仕 41、毅宏游艇的 IPAD 智控技术、飞驰 新 REGAL 船艇等都在此次展

会上一一首发亮相。 
 

中国（上海）国际游艇展在提供完整的产业链展示的同时，进一步探索中国海洋游艇文化及

游艇消费购买力在全亚洲的领先地位，并且始终致力于将玩船的文化和乐趣带给更多的人，

让大众寻找到适合且喜爱的水上休闲娱乐途径。展会现场的各项活动也吸引了不少观众和专

业选手积极参与。如上海船展慈善帆船赛、黄浦江游艇试乘、帆船试乘试驾、皮划艇体验、

海钓等活动，都吸引了众多普通观众和水上运动爱好者参与其中，这些在国外游艇展上 受

欢迎的互动活动令展会观众亲身体验到游艇生活的魅力。由主办方与上海世博发展集团共同

打造的原世博园区 L2 码头水上展区，紧邻陆上世博展览馆的绝佳地理位置，与现场丰富的活

动体验形成水陆联动，众多国内外超级游艇闪耀“中国海岸线”黄浦江畔，吸引了更多船艇

爱好者及潜在买家关注。 
 

本次展会上，“尚品生活展 Expo Life Style”（简称 ELS）首次以规模化独立成展的方式呈现。

作为第十七届中国（上海）国际游艇展的独特延伸和补充，ELS2012 尚品生活展以驾、藏、

品、享为四个主题，汇聚各类顶级奢华品牌。如阿斯顿•马丁、捷豹、新客特等豪车，来自意

大利的 Carlo&Luca、Talento 珠宝、Cacchione 高档银器餐具、翠缘珠宝等，爵瑞、名庄等名

品红酒、Isomac 高端红酒柜，JSWB、艾宝等奢华家具家居、远雄集团等高端物业、HD12 水
上运动品牌、IBH 私人定制旅游。展会现场，ELS 馆同样吸引了众多观众。极限水缘的可穿

卸喷气式背心，现场销售火爆，翠缘珠宝现场成交额近 200 万元。 
 
展会期间，2012 年亚洲游艇行业颁奖盛典也同期揭晓。作为亚洲地区 具权威、专业及公正

的游艇行业评选，本次盛典由来自全球 20 多个国家近 450 个船艇品牌参与竞选， 终评选出

年度 佳帆船、年度 佳动力艇、年度 佳品牌奖、年度 佳船艇设计师等 14 个专业奖项。

Sunseeker、宾士域集团 (Searay)、博纳多集团 (Beneteau) 等国内外知名游艇品牌分别获得年度

佳品牌奖、年度 佳帆船（45 尺以下）以及年度 佳动力游艇（40 尺以下），成为 大赢

家。颁奖现场，新西兰帆船王子 Dean Barker 作为颁奖嘉宾亲临，并与展会观众和媒体交流

互动。 
 
中国（上海）国际游艇展历来被视为中国游艇风向标，已成为亚洲规模 大、中国历史 悠

久的综合性游艇展会，迄今已举办 17 届。船艇展创办人，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船艇分会理

事长、上海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杨新发坦言，中国具有发展游艇市场的巨大潜

力，游艇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本土消费需求的旺盛也给游艇产业提供了发展动力，游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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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有理由成为中国下一个消费制高点。中国（上海）国际游艇展为海外来宾、各界社会名流、

商界精英提供一个盛大的社交平台，在品鉴游艇，学术交流及商业互动的同时，也推动了整

个游艇行业的健康发展，使游艇成为一种享受生活、追求生活品质的休闲方式。 

 

2013 年中国（上海）国际游艇展将于 2013 年 4 月 11 日至 14 日在上海世博展览馆举办，目前

展位预定已启动，现场预定火爆。明年还将在 2 号馆首次增加 Expo Leisure 展，整体展区将扩

张 1.3 万平方米。届时，中国（上海）国际游艇展将扩大生活方式展示，覆盖完整产业链方方

面面，定位更明晰，届时将涵盖尚品生活展 (Expo Life Style)、休闲生活及时尚运动展 (Expo 
Leisure) 三大展览同期同地举办，吸引更多国内外展商及观众。 
 

中国（上海）国际游艇展揭晓：2012 年亚洲游艇行业颁奖盛典获奖奖项 

 

奖项 获奖者 
年度 佳帆船（小帆船/运动型帆船类） Plateau25 
年度 佳帆船（45 尺以下） Beneteau Oceanis43 
年度 佳帆船（45 尺以上） Passport Vista 545 CC 
年度 佳运动/钓鱼艇 Riva Iseo 
年度 佳动力游艇（40 尺以下） Searay 390 
年度 佳动力游艇（40-75 尺） Ferretti 720 
年度 佳动力游艇（75 尺以上） Azimut Grande 120 SL 
年度技术创新企业 Adastra Design Team 
年度 佳品牌奖 Sunseeker 
年度 佳船艇设计师 Ed Dubois 
年度亚洲 佳赛事 Sanya Volvo Ocean Race Stopover 
年度亚洲 佳船艇城市 中国 香港 
年度人物奖 Tiger Teng jianghe of team sanya 
年度 佳游艇俱乐部 Royal Hong Yacht Club 

 

2013 中国（上海）国际游艇展信息预告： 
 
时间：2013.4.11 -- 4.14 
地点：上海世博展览馆  1 号馆及 2 号馆 

（南面入口：国展路 1099 号；北面入口：博成路 850 号） 
内容：中国（上海）国际游艇展将扩大生活方式展示，覆盖完整产业链方方面面，定位更明

晰，届时将涵盖尚品生活展（Expo Life Style）、休闲生活及时尚运动展（Expo Leisure）
三大展览同期同地举办 

官方网站：www.boatshowchina.com  
 
消息来源  上海博华国际展览有限公司 
 

http://www.boatshowch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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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新闻 - 企业赞助新闻案例 

国航成功赞助 2012 环青海湖国际公路自行车赛 

北京 2012 年 7 月 3 日电 /美通社/ -- 6 月 29 日上午，世界上 高海拔的国际性公路自行车赛新

的赛季 -- 2012 第十一届环青海湖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在西宁市海湖新区拉开帷幕，中国国际航

空公司（以下简称“国航”）销售部副总经理刘伟代表国航出席此次活动，并为“第十一届

环湖赛残疾人邀请赛”鸣枪开赛。 
 
本届赛事线路覆盖青海、甘肃和宁夏三省(区)，全程共设 13 个赛段，总距离 2680 公里，历时

14 天。国航作为唯一连续十一年赞助该项赛事的合作伙伴，为本届赛事来自世界五大洲的 22
支队伍的 154 名优秀自行车选手及工作人员提供航空运输服务。 
 
为做好此次环湖赛航空运输保障工作，国航特在原有航班运力基础上在客流量集中的 6 月 27
日增加一班北京至西宁航班；安排专人专责为赛事组委会提供优惠机票的预订、销售及改期

服务，并特别提供额外行李优惠；鉴于运动员行李特别是运动器材运输的特殊性，国航特别

要求境内外各营业部由运动员始发站开始，派专人全程监控行李装卸运输。 
 
国航销售部副总经理刘伟表示：“2012 年，环湖赛迎来十一周年。历届环湖赛的成功举办始

终不断推动着中国西部经济的飞速发展。它不仅向世界展示了青海省丰富的自然、历史和文

化资源，成为宣扬‘大美青海’的金名片，同时也为国航品牌形象的传播提供了优秀的国际

平台。从 2002 年至今，国航作为唯一连续十一年赞助该项赛事的合作伙伴，每年为来自五大

洲的 20 多支队伍和超过几百人次的运动员和工作人员提供了优质优惠的航空运输服务。国航

本着支持西部建设和回报社会的企业责任感，希望能够用自己的积极参与和实际行动将名字

写入环湖赛发展的历史与未来。” 
 
关于国航： 
 
中国国际航空公司是中国唯一的载国旗航空公司，承担着中国国家领导人出国访问的专机任

务，星空联盟成员。截止 2011 年 12 月 31 日，国航拥有以波音、空客为主的各型客货飞机 432
架（含控股公司），航线 282 条，覆盖 30 个国家和地区，通过国航强大的航线网络，旅客可

顺畅到达 181 个国家的 1,160 个目的地。国航深受商务旅客的青睐，“国航知音”会员数量现

已突破 1700 万人。了解更多信息，请登录国航网站 www.airchina.com。 
 
消息来源  中国国际航空公司 

http://www.airchina.com/
http://www.airchina.com/
http://www.airch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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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尼韦尔邀请 9 国 70 位教师赴美“绿色培训” 

互动且实践性强的培训将帮助受训教师更好地传授能源和可持续发展知识 

 

明尼阿波利斯 2012 年 6 月 13 日电 /美通社/ -- 霍尼韦尔（纽约证券交易所代码：HON）今日宣

布将为来自世界各地的70 名中学教师授予奖学金，邀请他们参加霍尼韦尔“绿色新兵训练营”

活动。该活动是一场为期五天的互动式培训，旨在探讨如何才能更好地向学生们传授能源、

可持续发展及环保理念。 

 

霍尼韦尔于 2009 年举办了首届区域性的“绿色新兵训练营”，迄今为止共有 77 位教师参加。

而今年，训练营扩展至全球范围，将有来自美国、澳大利亚、比利时、加拿大、中国、英国、

印度、墨西哥和荷兰这九个国家的教师共同参与该活动。一位来自上海的中学老师将作为唯

一一名中国受训者赴美培训。 

 

研讨会将于 7 月 16 日至 7 月 20 日在美国加州圣地亚哥举行。“绿色新兵训练营”由霍尼韦尔

公司赞助，并得到了来自圣地亚哥天然气和电力公司（SDG&E），加州可持续能源中心和圣

地亚哥城市职业技术学院的大力协助。 

 

“中学往往是学生们下定决心踏上数学和科学求学之路的时期，‘绿色新兵训练营’展现了

我们为将能源和可持续发展知识传递给中学校园所做出的不懈努力，”霍尼韦尔建筑智能系

统部总裁 Paul Orzeske 说道，“我们很高兴本活动能在圣地亚哥举行，这个城市发起了很多有

关能源效率和可持续发展的倡议，并有 700 个清洁技术公司作为坚实后盾。” 

 

在这一周时间里，70 名教师将体验各种互动实践教学方式，包括设计和建造一个太阳能房屋

和一个风力涡轮机。这些活动将为他们提供绿色和可持续发展的主题、方法、素材和理念，

用于在课堂上教授给自己的学生。 

 

为了保证教室授课和实践操作培训之间的平衡，研讨会将分别在 SDG&E 能源创新中心、加州

可持续能源中心以及圣地亚哥城市职业技术学院进行。 

 

“SDG&E 非常乐于赞助霍尼韦尔的‘绿色新兵训练营’活动、并提供我们新建的能源创新中

心作为活动场地，”SDG&E 公司客户项目服务总监 Ted Reguly 说道，“可持续发展和教育都

http://www.honeywell.com.cn/
https://buildingsolutions.honeywell.com/NR/rdonlyres/D2CC3E00-B45B-499A-8FAB-71FDBF916F58/0/GBCAttendeeListFINAL64.pdf
http://www.honeywellinteract.com/greenbootcamp/
http://sdge.com/
http://energycenter.org/
http://www.urbancorpssd.org/
http://www.urbancorpssd.org/
http://www.sandiego.gov/mayor/pdf/factsheets/2012/factsheet120402.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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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们的业务至关重要，因此我们也非常荣幸能有机会与精英教师们分享对可再生能源和环

境管理的见解和看法。” 

 

霍尼韦尔 (www.honeywell.com) 是一家财富 100 强之一的多元化、高科技的先进制造企业，在

全球，其业务涉及航空产品和服务，楼宇、家庭和工业控制技术，涡轮增压器以及特性材料。

霍尼韦尔在华的历史可以追溯到 1935 年。当时，霍尼韦尔在上海开设了第一个经销机构。目

前，霍尼韦尔四大业务集团均已落户中国，旗下所辖的所有业务部门的亚太总部也都已迁至

中国，并在中国的 20 个城市设有多家分公司和合资企业。霍尼韦尔在中国的员工人数现约

12,000 名。欲了解更多公司信息，请访问霍尼韦尔网站 www.honeywell.com.cn。 

 

本报道或许包含在 1934 年证券交易法第 21E 项范围内的“前瞻性声明”。除历史事实以外，

以下声明可被看作是前瞻性声明，即关于我们或者我们的管理部门打算、期望、计划、相信

或者预期将会或者可能会在未来发生的行为、事件或者发展的声明。此类声明是我们的管理

部门根据其经验和对历史趋势、当前经济情况、产业状况、预期未来发展和他们所相信的其

他因素的认知，做出特定的假定与估计。本报道所包含的前瞻性声明同样受到大量的材料风

险和不确定性制约，包括但不限于能够影响我们运作、市场、产品、服务和价格的经济、竞

争、政府和技术因素。该前瞻性声明并不能确保未来业绩和实际结果，发展和业务决策可能

与该前瞻性声明的设想不符。 

 

消息来源  霍尼韦尔 

 

http://www.honeywell.com/
http://www.honeywell.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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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新闻 - 企业社会责任新闻案例 

沃尔玛捐赠百万启动“妇女发展基金” 关爱妇女 农业自立 

北京 2010 年 10 月 21 日电 /美通社/ -- 今日，沃尔玛中国与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签署谅解备忘

录：沃尔玛公司将捐赠 100 万元人民币，作为启动资金建立“沃尔玛妇女发展基金”，并用这

笔资金捐赠妇女发展基金会“母亲小额循环项目”。该项目将致力于全面支持中国女性发展，

以“入户扶贫，循环使用”的方式，为中国贫困地区女性从事农业及相关产业提供资金、技

术支持，帮助实现贫困妇女创业，切实改善贫困妇女生活状况。 

 

沃尔玛国际业务总裁兼首席执行官董明伦 (Doug McMillon)，沃尔玛全球公司事务与政府关系

执行副总裁戴思理 (Leslie Dach) 等一行出席了在全国妇联礼堂举行的签字仪式。沃尔玛中国总

裁兼首席执行官陈耀昌，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秘书长秦国英代表双方在谅解备忘录签字。 

 

沃尔玛国际业务总裁兼首席执行官董明伦在签字仪式上表示：“我们注意到中国乡村经济蓬

勃发展，但仍有许多农村妇女不得不为了自己和家人的温饱而努力。今日我们成立沃尔玛妇

女发展基金，希望以‘授人以渔’的方式，帮助贫困妇女脱贫致富 -- 这也符合沃尔玛全球关

注妇女的承诺。此外，我们也注意到中国政府、非盈利机构和企业都在关注妇女的发展，我

们相信通过我们的努力，为农村女性创造工作机会、帮助他们创业，她们能够使自己和家人

生活得更好。”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秘书长秦国英说：“沃尔玛中国设立‘沃尔玛妇女发展基金’，体现了

公司对于贫困母亲的关注及该公司高度的企业社会责任感。该项目为贫困家庭提供资金援助

的同时，立足‘造血’式扶贫救助，入户帮扶贫困母亲，通过自主创业实现脱贫致富。未来，

我们将同沃尔玛公司一起对项目进程进行跟踪指导，保证项目效果。” 

 

沃尔玛支持的“母亲小额循环项目”将为贫困妇女提供每户不超过 10,000 元人民币循环发展

基金，作为其发展养殖，种植业或加工业的启动资金；沃尔玛中国将对受助妇女提供技术指

导和培训，受助妇女将在沃尔玛公司技术人员的指导下建立蔬菜基地及养殖业基地。向贫困

妇女提供的资助是小额循环利用基金，将在项目实施周期内循环使用，以便使尽可能多的农

村贫困妇女受益。从项目前景来看，沃尔玛未来将考虑在符合沃尔玛采购标准的养种殖基地

实施爱心采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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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沃尔玛和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还将协调农牧业、水利、环保、卫生、教育等各方面的

资源，对受助“捆绑”式、“立体”式扶贫，多个项目一起进村，借助母亲水窖、科技致富

工程等品牌项目优势，共同发挥作用。 

 

项目将首选国务院公布的 592 个中西部地区，如新疆、西藏、安徽大别山区、山西吕梁山区等

地的国家级贫困县贫困妇女作为辅助对象，以省级贫困县作为补充。受助者应为有劳动能力、

有一定公信度的贫困女性。筛选后，项目在充分尊重项目户及受助人意愿为前提，为其选择

项目内容或给予资助，并保证维护生态环境平衡，适合市场需求，为创业型项目户提供配套

的专业培训和后期支持。 

 

关注女性发展一直是沃尔玛多元文化中的重要内容。沃尔玛以不同形式为各地贫困女性及其

他需要帮助的妇女提供发展机会。沃尔玛公司将在全球启动支持女性发展的全球妇女计划，

在教育、就业培训、创业支持等多方面在不同市场为需要帮助的妇女提供发展机会。沃尔玛

在孟加拉实施“关怀计划”(Care Project)，通过工作技能和扫盲培训，为孟加拉服装业女工提

供长期的改善她们生活水平和工作环境的方式。沃尔玛中国的“农超对接”项目至 2015 年将

使 200 万农民受益，其中相当一部分将为女性。 

 

在公司内部，沃尔玛公司十分重视女性员工的职业发展和女性雇员的领导能力培养：“女性

领导力项目”是沃尔玛国际部在全球范围内开展的重要培训项目；沃尔玛中国的高级管理团

队中女性管理者占比达 43%；2009 年，沃尔玛中国成立了“沃尔玛中国女性领导力发展委员

会”，旨在加速和推动女性的职业发展。 

 

此次签约是沃尔玛全球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麦道克 (Mike Duke) 等全球管理团队此次访华期间

的重要活动之一。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母亲小额循环扶贫项目” 

 

中国妇女发展基金会从 1996 年开始，通过全社会爱心企业及港澳地区爱心人士的捐助，以“小

额资金，入户扶贫，循环使用”的方式，陆续在全国 20 多个省（区、市）的城乡开展了母亲

小额循环扶贫项目。截止目前，资金已增加到近 3000 万元，项目循环金滚动投入 1 亿元，通

过培训、技术指导，扶助近 30 万贫困户发展种植、养殖和加工业等，辐射带动近 300 万人，

切实改善了贫困妇女生活状况，有效调动了贫困妇女创业热情和积极性，起到积极的示范和

带动作用，取得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http://info.texnet.com.cn/pub/fuzz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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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沃尔玛在中国 

 

沃尔玛于 1996 年进入中国市场，在深圳开设了第一家商店。沃尔玛全球采购中心总部于 2002

年设立于深圳。目前沃尔玛在中国经营多种业态，包括购物广场、山姆会员商店、社区店。

自进入中国 14 年来，沃尔玛向中国的公益慈善事业捐款、捐物累计超过 6,000 万元人民币。

曾获得多个奖项，包括“ 佳雇主”、“ 佳社区奖”、“供应商 满意零售企业”、“

受赞赏公司”。更多关于沃尔玛的信息，请访问公司网站 www.wal-martchina.com。 

 

消息来源  沃尔玛（中国）投资有限公司

http://www.wal-martch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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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新闻 - 企业社会责任新闻案例 

尚德电力百万爱心捐赠  资助西藏先心病患儿救助行动 

北京 2012 年 1 月 10 日电 /美通社/ -- 今天上午在武警总医院，中华慈善总会举行了简朴的捐赠

仪式，会上尚德电力控股有限公司向中华慈善总会捐赠了 100 万元人民币的爱心善款，用来资

助惠及西藏少年儿童的“为了我们的孩子 -- 千名少数民族贫困家庭先心病儿童救助行动”。 

 

由中华慈善总会发起，武警总医院、西藏自治区妇联联合主办，中华慈善总会新闻界志愿者

慈善促进工作委员会承办的“为了我们的孩子 -- 千名少数民族贫困家庭先心病儿童救助行动”

已开展近一年的时间，治愈了来自新疆、云南、广西、西藏等地的先天性心脏病儿童 468 名。

去年 12 月 14 日，在中华慈善总会启动了“尚德西藏行”出发仪式，随后的半个月内，尚德电

力协同三家主办单位组成的专家医疗队，一同前往西藏，对日喀则地区的江孜、康马、岗巴、

亚东等县，开展了为期 15 天的先心病儿童免费筛查工作。 

 

捐赠仪式由中华慈善总会新闻界志愿者慈善促进工作委员会执行会长徐镱轩主持，中华慈善

总会副会长邓铜山代表活动的主办方，对尚德公司大力支持“少数民族贫困家庭先心病儿童

的救助”表示真心的感谢，对武警总医院的积极配合，悉心治疗表示感谢。他表示：“需要

救助的先心病儿童还很多，中华慈善总会将救助行动继续，筹集更多的款项，希望有更多的

企业能够积极参与进来，救助更多的先心病孩子。”  

 

武警总医院作为此次活动的主办单位之一，集结了一支专业的医疗队伍进驻西藏，在短短 15

天的时间里，对 4613 名儿童进行了筛查，共计确诊疑似病例儿童 39 名。首批的 18 名孩子已

于 2011 年 12 月 31 日到京，在武警总医院医护人员的悉心照料下，准备接受免费心脏手术治

疗，剩余的 21 名将于 2012 年 1 月底到京接受治疗。 

 

中国工程院院士、武警总医院院长郑静晨少将回顾总结了此次医疗队进藏筛查工作，并对孩

子们的治疗充满了信心：“武警总医院与中华慈善总会合作开展先心病儿童的救助行动，作

为医院方面除了保证每个接受治疗的孩子能百分百的手术成功并得到悉心的照顾以外，医院

还注重孩子心灵的治疗，每次孩子来京治疗，医院都组织孩子去参观天安门、观看升国旗等

爱国主义教育活动。”郑院长还表示将继续同中华慈善总会开展这项活动，救助更多的先心

病儿。 

 

尚德电力控股有限公司，是全球 大的太阳能光伏电池和组件制造商，专业从事太阳能光伏

产品的研发、制造、销售和售后服务的国际化高科技企业。公司成立十年来，一直致力于支

http://www.suntech-pow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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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慈善事业的发展。早在 2006 年，尚德就开始在西藏地区为世界 高海拔的小学、中学和村

庄捐赠了太阳能发电系统，并为 2008 年北京奥运会珠峰火炬传递行动提供了登顶照明及大本

营所需电力。 

 

尚德电力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施正荣博士去年底在西藏进行业务考察期间获悉，中华慈善总

会、武警总医院正在组织西藏地区先心病患儿筛查和治疗工作，当即就表示尚德公司愿意捐

资支持此项救助行动的顺利开展。施博士表示：“尚德所从事的是一项与太阳息息相关的事

业，西藏作为离太阳 近的地方，一直以来都是尚德所关注的地方。无论是当地的生态环境，

还是人民的生活状态，都是我们关切的焦点。尤其是青少年儿童，他们是家庭的希望，是国

家的未来，他们的健康成长至关重要。我们的一小步，对于孩子来说可能就是人生的一大步，

希望用我们的爱心，换来这些孩子一生的健康和幸福。” 

 

关于尚德电力控股有限公司 

 

尚德电力控股有限公司是全球领先的太阳能光伏企业，公司专业从事晶体硅太阳能硅片、电

池、组件，光伏发电系统和光伏建筑一体化 (BIPV) 产品的研发、制造与销售。其自主设计、

研发、生产和销售高质、高能、优价、环保的太阳能产品，被广泛应用于住宅、商用建筑、

工业和公共设施等领域。尚德电力在全球设有三大区域总部，分别位于中国、瑞士和旧金山，

在中国拥有无锡、上海、洛阳、镇江等生产基地。凭借吉瓦规模的生产能力，尚德已经为来

自全球 80 多个国家的 1000 多名客户提供了超过 2000 万片光伏组件。尚德电力积极致力于改

善人类的生活环境，并通过研发先进的太阳能解决方案实现可持续性发展。更多信息请浏

览：http://www.suntech-power.com。 

 

欲知详情，请联系： 

张建敏先生 

高级经理 

尚德电力控股有限公司 

电话：+86-510-8531-7202 

电邮：jianmin.zhang@suntech-power.com 

 

消息来源  尚德电力控股有限公司 

http://www.suntech-power.com/
mailto:jianmin.zhang@suntech-powe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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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新闻 - 合资公司新闻案例 

网龙与 DeNA 将组建合资公司 为中国市场开发手机社交游戏 

新公司将在 Mobage 梦宝谷上提供面向中国市场的游戏 

 

香港和东京 2012年 1月 17日电 /美通社/ -- 中国领先的网络游戏与移动互联网平台开发商及运

营商 -- 网龙网络有限公司（“网龙”，股份代号：777）与日本领先的社交游戏平台运营商 DeNA 

Co., Ltd. 今天宣布，网龙将与 DeNA 组建一家合资企业并面向中国市场开发和运营手机社交游

戏。新公司预计将于 2012 年第一季度正式成立，注册资本 6 百万美元，初期的员工数约 30

人。 

 

合资公司将在中国不断增长的智能手机市场进行非中文社交游戏的本地化工作，包括一系列 

DeNA 自主研发和第三方授权的游戏。新公司运营的本地化游戏，将通过 DeNA 在中国运营的

社交移动游戏平台 -- Mobage 梦宝谷以及中国智能手机用户广泛使用的网龙应用分发平台发

布。 

 

合资公司将使 DeNA 能借助网龙开发和运营中文游戏的能力，在中国进行商业管理的丰富经

验以及广受欢迎的移动应用商店等优势，而网龙也将受益于 DeNA 在手机社交游戏方面的大

量专长，并凭借来自日本及美国的游戏丰富其应用商店。 

 

网龙和 DeNA 于 2011 年 4 月宣布了初步的战略合作计划，此后 Mobage 梦宝谷的应用软件开

始在网龙的应用商店中提供。网龙的智能手机应用市场也广受欢迎，已拥有超过 4000 万的用

户。 

 

未来，新公司还计划面向全球的 Mobage 用户开发包括大型多人在线角色扮演类游戏在内的原

创网游。 

 

关于网龙  

 

网龙网络有限公司 (NetDragon Websoft Inc.) 是中国网络游戏及移动互联网行业中领先的改革

者和创新力量。网龙成立于 1999 年，是中国领先的网络游戏与移动互联网平台开发商及运营

商。继 2002 年推出自主研发的《幻灵游侠》之后，《魔域》、《征服》、《英雄无敌在线》、

《梦幻迪斯尼》等游戏相继面世。在网络游戏海外扩展方面，网龙作为中国游戏产业的先锋，

自 2004 年开始，在海外市场自主运营旗下多款网络游戏，并推出英文、西班牙文、阿拉伯文

http://www.nd.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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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其他语言版本。网龙现正开发多款新游戏，包括《地下城守护者 OL》（前称《地下城守护

者世界》）、《变形金刚在线》、《都市快打》（前称《时空之门》）及新版《网络创世纪》

等。在移动互联网领域，网龙在中国智能手机用户市场处于领先地位，为 受欢迎的手机操

作系统提供应用软件和内容服务。网龙旗下还拥有众多知名移动互联网产品：91 熊猫看书、

91 手机助手、91 百宝箱、91 手机门户站、安卓网等。 

 

关于 DeNA 

 

DeNA 是全球领先的网络服务公司，运营着 Mobage 社交游戏平台、社交服务以及电子商务网

站。借助其广泛的社区基础和迅速扩大的开发人员队伍，Mobage 目前在日本的用户已超过

3500 万，拥有 1800 多个智能手机、功能手机和电脑游戏。公司截至 2011 年 3 月份会计年度

的销售额达 15 亿美元以上。为了在全球拓展 Mobage 平台，DeNA 在美国、欧洲、中国和韩

国都建立了业务。DeNA 在东京证券交易所上市（代码 2432）。详情请访问 www.dena.jp/intl。 

 

媒体联系 

 

网龙网络有限公司 

周鹰 

投资者关系部总监 

电话：+86-591-8754-3120/ +86-591-8390-2825 

电邮：maggie@nd.com.cn / ir@nd.com.cn 

投资者关系网站：www.nd.com.cn/ir  

 

DeNA Co., Ltd. (日本) 

Tomoyuki Akiyama 

pr@dena.jp  

电话：+81-3-5304-1732 

 

消息来源  网龙网络有限公司 

 

http://www.dena.jp/intl
mailto:maggie@nd.com.cn
mailto:ir@nd.com.cn
http://www.nd.com.cn/ir
mailto:pr@dena.j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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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新闻 - 合资公司新闻案例 

中软国际携手华为成立 IT 外包服务旗舰公司 

北京，香港和纽约 2012 年 1 月 12 日电 /美通社/ -- 国内领先的综合性软件与信息服务供应商中

软国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软国际”，港交所：HKSE.354）与全球领先的信息与通信解

决方案供应商华为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为”）签署协议成立一家聚焦软件外包业务

的合资公司。公告显示，中软国际和华为的持股比例分别为 60%和 40%，两家公司在合资公

司董事会的席位分别为 3 席和 2 席。 

 

中软国际在 IT 外包领域具有丰富的运作经验、成功的业务积累、高效的人力资源供应体系以

及优秀的管理、开发与服务团队；华为是中软国际的主要外包业务客户。华为充分肯定中软

国际已经形成的质量导向、具备综合性成本优势的项目交付能力和外包服务经验。合资双方

确定，合资公司的核心决策层和高级管理层将由双方高级管理人员共同组成。中软国际董事

局主席、CEO 陈宇红博士将出任合资公司董事长，华为高级副总裁丁耘先生将出任合资公司

董事。双方认为，合资公司将充分融合中软国际多年的外包业务成功经验，以及华为成熟的

质量和交付管理以及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努力成为业界一流的软件外包服务公司。 

 

作为国内领先的综合性软件与信息服务供应商，中软国际在保持企业高速增长的同时，构建

了覆盖咨询、解决方案、外包服务、人才培养的端到端 IT 服务业务体系。从 2011 年下半年开

始，为强化各类业务的核心竞争优势、建立高效运营体系，中软国际展开了新的内部结构调

整与资源整合，筹建了专业服务、外包服务、新兴服务三大业务集团。本次合作的 IT 外包旗

舰企业是公司外包服务集团的核心。通过双方合资，中软国际将进一步强化与华为的业务关

系，提升服务质量和交付能力，扩大在华为的外包服务规模与范围，成为华为软件外包的核

心供应商。 

 

中软国际董事局主席、CEO 陈宇红博士表示：“公司正处在确定发展格局的关键时期，通过

这种结构性的调整变革，公司预期在 2015 年将会实现百亿人民币服务性收入的战略目标。此

次与华为携手共建 IT 外包服务旗舰公司是中软国际继与联想弘毅、微软达成战略投资伙伴关

系后，又一次与世界级领袖企业形成战略合作伙伴关系，通过与这些世界巨头携手，我们将

加快中软国际提升核心竞争力的步伐。” 

 

“在该合资公司中，华为并非单纯财务投资，而是将在质量管理、研发管理和人力资源管理

领域，借助自身多年积累的优秀实践，向合资公司提供支持。”即将出任合资公司董事的华

为高级副总裁丁耘先生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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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 IT 服务产业在中国的高速发展，市场期待能够代表中国经济迅速崛起并具备与国际 IT 服

务巨头同台角力的龙头企业的出现。中软国际和华为的此次战略性合作，将成为加速 IT 服务

民族品牌崛起、挺进世界级企业的坚定尝试，值得期待。 

 

关于中软国际有限公司 (港交所：HKSE.354) 

 

中软国际成立于 2000 年，为香港主板上市公司，股票代码 354。中软国际是中国大型综合性

软件与信息服务企业，提供从咨询、解决方案、外包服务到人才培养的“端到端”软件及信

息服务，涉及政府、制造、金融、电信、高科技、交通、能源等主要信息技术垂直行业，服

务遍布全球包括中国大陆地区、香港地区、美国普林斯顿和西雅图、英国伦敦、日本东京在

内的 25 个城市，服务于 100 余家跨国企业客户，员工超过 15000 人。详情请访问中软国际公

司网站 www.chinasofti.com。 

 

关于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华为是全球领先的信息与通信解决方案供应商。我们围绕客户的需求持续创新，与合作伙伴

开放合作，在电信网络、终端和云计算等领域构筑了端到端的解决方案优势。我们致力于为

电信运营商、企业和消费者等提供有竞争力的综合解决方案和服务，持续提升客户体验，为

客户创造 大价值。目前，华为的产品和解决方案已经应用于 140 多个国家，服务全球 1/3 的

人口。详情请访问华为公司网站 www.huawei.com。 

 

消息来源  中软国际有限公司 

 

http://www.chinasofti.com/
http://www.huawei.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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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新闻 - 公司合作新闻案例 

YOHO! 有货成为耐克中国地区电商合作伙伴 

北京 2012 年 4 月 5 日电 /美通社/ -- 近日国内 大年轻人潮流购物中心 --“YOHO! 有货”与耐

克体育（中国）有限公司达成网络销售合作协议。 

 

“YOHO! 有货”与耐克的合作涉及耐克运动生活系列和极限运动系列。前者为年轻潮流人群

提供 新科技与舒适感结合，同时具备功能性和潮流风格的运动服饰；而极限运动系列，专

为极限运动爱好者设计，提供专业且引领潮流的相关产品。今后，这两条产品线的新品将第

一时间在“YOHO! 有货”网站进行销售，这也是耐克这两条产品线在中国地区除官网外唯一

授权的电子商务销售渠道。 

 

今年，耐克将在国内的电子商务领域展开一系列的合作项目。耐克作为运动品牌的老大在市

场细分领域一直有其独到的产品策略，耐克授权“YOHO! 有货”为运动生活及极限运动品类

的电商合作伙伴，看重的是 YOHO!  媒体及电子商务平台在潮流垂直领域的领先地位，也认同

其用户完全符合耐克产品线的目标受众。同时也寄望于媒体与电子商务结合的运营模式 -- 向

用户介绍产品及培养品牌爱好者的基础上进行销售，改变一般电商以耐克过季货、甚至是假

货低价销售的不合理模式。 

 

即日起，全国的消费者就可以通过“YOHO! 有货”第一时间了解和购买到耐克运动生活和极

限运动系列的 新产品。相信合作也将带来潮流电商领域的新局面。 

 

消息来源  YOHO! 有货

http://www.yohobu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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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新闻 - 公司合作新闻案例 

亿动广告传媒与中国联通达成合作 

打造手机应用推广平台 

 

上海 2012 年 5 月 3 日电 /美通社/ -- 在近日举办的“智享 3G-上海联通移动互联网开放日”会

议上，中国领先的移动广告网络和移动营销解决方案提供商亿动广告传媒 (Madhouse) 与中国

联通达成Wo+合作意向，签署联合推广协议，联合打造手机应用推广平台。 

 

亿动广告传媒 (Madhouse) 于 2006 年成立于上海，经过 6 年运营，已成长为中国 大 智能的

移动广告网络，同时覆盖移动互联网广告和移动应用程序广告投放，并拥有自主开发的智能

定向广告投放技术和广告效果优化机制。公司在上海、北京和广州拥有超过 200 位员工，并在

印度孟买、新德里、班加罗尔设有办公室，提供包括移动广告网络和移动应用营销在内的全

方位一站式的移动营销解决方案。 

 

“我们非常荣幸与上海联通合作，上海联通在用户号码认证、用户服务信息推送、智能终端

自适配下载、电子账单推送及支付、视频流媒体平台开放、互联网计费、O2O 综合营销支撑

等方面具有众多优势。亿动拥有国内 大 智能的移动广告网络 -- 亿动智道 (SmartMad)，覆

盖全国多元化的媒体渠道，精准定向投放推广，并拥有第三方专业检测。双方此次深度合作，

优势互补，旨在联手打造优质高效的手机应用推广平台。”亿动广告传媒 (Madhouse) 首席运

营官黄伽卫先生对此次合作寄予厚望。 

 

上海联通作为大型国有电信企业，以平等、开放、合作的心态，积极探索优质互联网应用的

联合推广新模式，通过线上与线下的有效结合，将优质应用精准提供给有需求的用户群体，

提高互联网应用人性化服务水平，提升运营商资源使用有效性，为用户提供更为丰富多彩的

业务服务内容。 

 

消息来源  亿动广告传媒 

 

http://www.madhouse.cn/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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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新闻 - 公司扩张新闻案例 

科腾高性能聚合物公司继续亚洲扩张步伐 

上海和休斯顿 2012年 3月 26 日电 /美通社/ -- 全球领先的苯乙烯嵌段共聚物 (SBC) 生产商科腾

高性能聚合物公司 (Kraton Performance Polymers, Inc.) (NYSE: KRA) 正在推进其亚洲扩张战

略，以满足新老客户的需求。凭借其技术和对更多资源的投资，科腾继续在亚太地区开展稳

固的业务，为该地区的迅猛增长提供支持。 

 

科腾高性能聚合物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Kevin M. Fogarty 表示：“我们竭诚为中国和亚太地

区的客户服务。”他接着说，“随着我们与客户合作，满足他们的需求并帮助他们成长，科

腾将继续扩大技术和服务范围。” 

 

科腾正全力与台塑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Formosa Petrochemical Corporation) 组建一家双方各持

50%股权的合资公司，在台湾麦寮建造并运营一座产能达 3 万吨的氢化苯乙烯嵌段共聚物 

(HSBC) 工厂。该工厂将采用 先进的技术，满足全球对科腾差异化 HSBC 的需求。此外还将

提供强大的供应能力，为 HSBC 的效率和产品质量树立一个新的全球标准。工厂预计将于 2014

年上半年投入运营。 

 

2011 年，科腾扩大了其 Cariflex™ 异戊二烯橡胶 (IR) 乳胶的产能，以满足市场对 Cariflex 产品

不断增长的需求。该公司还与其在日本的生产供应商签署了一份合同，到 2013 年中期，日本

的 Cariflex 乳胶产能将会翻番。 

 

为了进一步支持科腾的客户和上述扩张，该公司近日在中国上海新开设了一家创新中心。该

中心的规模是原先的三倍，能够更好地安置在过去 18 个月内人数翻了一倍的技术团队。该先

进的实验室建立在科腾的湿化学、火焰测试和橡胶加工等能力基础上。这些进展将增强科腾

为 SBC 以及 Cariflex IR 和 IR 乳胶等领域的新老客户服务的能力。 

 

如欲了解科腾在亚太地区投资的详情，请联系 H. Gene Shiels，电邮：gene.shiels@kraton.com ，

电话：281-504-4886。 

 

科腾聚合物简介 

 

科腾高性能聚合物公司通过其运营子公司科腾聚合物有限责任公司及子公司开展业务，是全

球领先的工程聚合物和苯乙烯嵌段共聚物 (SBC) 生产商，这一系列产品中的化学物质由该公

http://www.kraton.com/innovation/history.php
http://www.kraton.com/products/cariflex/cariflex.php
mailto:gene.shiels@kraton.com
http://www.kraton.com/about/brand.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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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在近 50 年前率先研制。SBC 是一种高度工程化的热塑性弹性体，通过提供更强的韧性、弹

性、强度、耐用性和加工性能等特性提升众多产品的性能。该公司的聚合物广泛应用于众多

领域，如胶粘剂、涂料、消费品和个人护理产品、密封剂和润滑剂，以及医疗、包装、汽车、

铺筑、屋面和鞋类产品。该公司目前在全球 60 多个国家向 700 多个客户提供约 800 种产品，

而且是唯一在四大洲都拥有生产和服务能力的 SBC 生产商。该公司通过分布于全球的五家工

厂制造产品，包括俄亥俄州 Belpre 的旗舰工厂、位于德国、法国和巴西的工厂，以及在日本

运营的合资工厂。 

 

前瞻性声明 

 

本新闻稿中可能包含“前瞻性陈述”，它们描述的是历史事实之外的事物，通常使用“相信”、 

“期望”、“估计”、“预计”、“可能”、“将要”、“意图”、“计划”或“预期”等

措辞，或涉及对战略、预期业绩、计划或意图的讨论。本新闻稿中的所有前瞻性陈述均基于

管理层当前的预期和估计而做出，可能包含风险、不确定性以及其它可能导致结果与前瞻性

陈述中所表述的内容产生重大差异的因素。这些风险和不确定性在提交给美国证券交易委员

会以及后来在 10-Q 表季度报告中进行更新的 10-K 表年度报告“第一部分 1A 条：风险因素”

中进行了更详细的描述。该公司提及的所有这类文件适用于各种目的。在此提醒读者不要对

前瞻性表述过分依赖。该公司不承担任何更新此类信息的义务。 

 

Kraton、Kraton 图标和设计、Cariflex、Nexar 和“Giving Innovators their Edge”标语均为科腾

聚合物有限责任公司的商标。 

 

© 科腾高性能聚合物公司 2012 年版权所有。 

（图标：http://photos.prnewswire.com/prnh/20100728/DA42514LOGO ） 

 

咨询详情，请联系：  

科腾高性能聚合物公司  

媒体：Marcie Coronado，电话：+1-281-504-4975  

投资者：H. Gene Shiels，电话：+1-281-504-4886 

 

消息来源  科腾高性能聚合物公司 

 

http://photos.prnewswire.com/prnh/20100728/DA42514LO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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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新闻 - 公司扩张新闻案例 

IAC 继续扩展亚洲版图  力保业务持续增长 

-- IAC 中国沈阳新工厂落成 

 

中国沈阳 2012 年 7 月 10 日电 /美通社/ -- 今天，国际汽车零部件集团 (IAC) 位于中国东北沈阳

沈北新区的第九家在华工厂正式落成。上海通用汽车、供应商的官员及行业代表与 IAC 集团

领导与员工共同见证了沈阳新工厂的落成仪式。自 5 年前首次在中国上海开展业务以来，IAC 

集团如今已经在中国开设了 9 家工厂。沈阳新工厂的成立也是 IAC 集团在中国业务保持持续

增长的重要里程碑。IAC 沈阳工厂是上海 IAC 松江汽车地毯声学有限公司（由 IAC 集团与上

海汽车地毯总厂合资成立）的下属工厂。 

 

亚太地区作为 IAC 持续满足全球客户需求的基地，IAC 集团在这一地区的迅速扩张发展也越

来越重要。新工厂是 IAC 集团在沈阳的第一家工厂，也是 IAC 集团在中国北方地区的第二家

工厂，其曾于 2010 年在北京成立一家工厂。新落成的沈阳工厂将扩展 IAC 集团以辽宁为中心

并不断发展的北方汽车工业中心的业务范围。 

 

IAC 沈阳新工厂主要为上海通用北盛工厂的雪佛兰科鲁兹及别克 GL8 车用地毯提供及时供

货。新工厂雇佣 100 多名员工，并采用了世界一流的制造工艺，这一制造工艺与 IAC 在全球

各地的生产及组装工厂保持一致的水准。设计方面，为了能够未来生产能力扩张的需求，新

工厂采用了空间增容的设计结构。 

 

“IAC 集团以为客户提供本土化的需求为己任，我们的客户不断在这一世界上 大的汽车市场

上扩张业务，因此我们也将继续为他们提供本土化的服务。”IAC 集团总裁兼首席执行官 Jim 

Kamsickas 说道，“沈阳新工厂及其优秀团队是对我们原有队伍的重要补充。随着中国汽车业

的继续发展，我们期望加强与主要客户之间的关系，并助其扩展业务机会。” 

 

IAC 集团在亚太地区共拥有 14 个生产工厂（包括沈阳新工厂），5 个设计及技术工厂，并在

中国、马来西亚、泰国成立了合资公司，服务于包括全球跨国企业及代工生产企业等广大客

户。IAC 集团在亚太地区的业务保持了连年增长。 

 

国际汽车零部件集团 (IAC) 集团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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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C 集团总部位于卢森堡，是全球领先的汽车零配件及系统供应商，所提供产品包括汽车内外

饰配置。其在全球 16 个国家共设有 76 个工厂，全球雇员达到 2.3 万人。IAC 集团 2011 年的

销售收入为 44 亿美元。如需更多详细信息，请登陆 www.iacgroup.com。 

 

上海 IAC 松江汽车地毯声学有限公司简介： 

 

包括沈阳新工厂在内，IAC 松江有限公司在中国共开设了 3 家工厂，大约 500 名雇员。其公司

总部位于上海松江区。 

 

消息来源  国际汽车零部件集团 

 

http://www.iacgroup.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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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新闻 - 房产交易新闻案例 

大中华地产以超过 9,000 万美元出售银河湾住宅项目 

沈阳 2006 年 12 月 15 日电 /美通社/ -- Great China International Holdings,Inc.（股票代码：GCIH，

大中华国际控股有限公司，即大中华地产）今日宣布其旗下子公司，银河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简称“银河”），已经出让了其位于棋盘山的银河湾住宅项目的全部股权。 

 

公司解释此次交易价格超过 9,000 万美元（约 7.2 亿人民币），包括买方承担大约 7,500 万美

元（约 6 亿人民币）的银行贷款，加上 140 万美元（约 1,120 万人民币）的现金和额外一笔固

定价格的合同费 1,460 万美元（约 1.17 亿人民币），但此款是要根据银河在 2007 年度完成此

项目的施工进度而分期付款的。 

 

根据协议条款，大中华地产出售了此项目的个百分之五十股权分别给北京首创集团和新加坡

的 Reco Ziyang 有限公司。北京首创集团（香港证交所股票代码：2868）是北京 大的综合类

房地产开发商之一，而 Reco Ziyang，即运营时做为 GIC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是亚洲 大和

领先的国际房地产开发投资公司。大中华地产声明他们已经收到政府方面关于此次交易的正

式批准，并且股权转让预计在 2006 年 12 月末完成。 

 

“我们董事会及公司管理核心层决定抓住此次机会转让银河湾项目进而能集中精力发展我们

的西塔综合开发项目，这将为公司带来 大的利益，”大中华地产首席执行官邓智仁 (Paul) 说

到，“我们依旧看好大中华地产在沈阳的前景，并且努力寻找更进一步发展首要房地产市场

的机会。” 

 

“大中华地产是在沈阳 早从事大型房地产项目开发及运作的早期房地产开发公司之一，”

邓先生说道，“北京首创集团和新加坡 Reco Ziyang 这么高质量的投资者来收购我们的银河湾

项目，他们所表示出来的兴趣证明国际上的大型房地产投资商开始大批着陆沈阳这一迹象的

萌芽。” 

 

2006 年 2 月，大中华地产通过公开竞标方式以 5,670 万美元（约 4.54 亿元）的价格竞得棋盘

山银河湾住宅项目开发用地 420,317 平米。2006 年 8 月，American Appraisal China Ltd （美国

评估中国有限公司）对该地的市场估价为 8,800 万美元（约 7.04 亿元）。 

 

消息来源  大中华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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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新闻 - 房产交易新闻案例 

全球 114 个城市销售额超 10 亿美元，推动销售额创纪录 

纽约 2008 年 2 月 14 日电 /美通社/ -- 专注于资本市场商业房地产的独立调查公司 Real Capital 

Analytics（简称 RCA）今天宣布，2007 年商业资产的全球购买额超过了 10000 亿美元大关。

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数字公布在 RCA 全球资本投资报告《Global Capital Trends》（全球资

本趋势）创刊号中。 

 

RCA 创始人兼总裁 Robert M. White 表示：“商业地产市场的规模远比原先估计的要大。我们

的调查纪录了 2007 年 5 大洲 75 个国家超过 10000 亿美元的重要地产销售。由于我们的调查仅

包括超过 1000 万美元的销售，因此市场的总体规模可能更接近 15000 亿美元。” 

 

该报告还确定了 114 个商业地产销售超过 10 亿美元的城市。《Global Capital Trends》第一期

的其它发现包括： 

 

• 在 114 个商业地产销售超过 10 亿美元的城市中，北美洲 48 个、欧洲 35 个、亚洲 21

个。 

• 办公场所是 活跃的地产类型，其销售额为 4340 亿美元，占总销售额的 32%。上年

有将近 12 亿平方英尺（1.12 亿平方米）的地产易手，相当于伦敦、东京和纽约市面

积的总和。 

• 2008 年亚洲的商业地产销售量可能会超过欧洲或美洲。 

• 地产的风险溢价介于 20bps 和 350bps 之间。英国和香港被认为是投资风险 低的地

方，2007 年的平均资本化率刚刚超过同等的国债。 

• 上年被全球开发商收购的所有土地中有一半在中国，收购价为 500 亿美元，是第二活

跃国家美国的两倍。 

• 企业用户利用投资者对全球资产的需求销售了价值 880 亿美元的资产，包括 560 亿美

元的售后回租交易（一种企业融资形式）。 

 

国际资产顾问、英国皇家特许测量师学会 (The Royal Institution of Chartered Surveyors) 前会长 

Steve Williams 表示：“这个报告的有些结果很吸引人，该行业将从这一透明度新高度中受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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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 Capital Trends》公布的销售包括办公、工业、零售、公寓与酒店地产以及可以开发成

以上资产的土地。RCA 还指出，地产销售信息的可获得性和可靠性在不同国家甚至是同一国

家都有很大差异。 

 

RCA 是首个报道全球地产市场的独立调查公司。数据以 RCA 的全球交易数据库为基础，订阅

者可以获得这些数据。RCA 的数据被广泛用于美国资本市场，如今在全球各地也可获得这些

数据。 

 

欲获得《Global Capital Trends》创刊号的副本，请访问 www.rcanalytics.com。 

 

Real Capital Analytics, Inc. 简介 

 

Real Capital Analytics, Inc. (RCA) 是一家专注于资本投资市场商业房地产的独立调查公司。

RCA 提供该行业 深入、全面和及时的交易活动和资本流动信息。RCA 成立于 2000 年，在

纽约市、加州圣何塞和海牙设有办事处。除了收集地产销售和融资交易信息外，RCA 还对包

括资本化率、市场趋势、价格和销量在内的数据进行分析说明。该公司出版一系列的资本趋

势报告，提供一项能够提供准实时全球交易市场信息的在线服务。欲了解更多信息，请访

问：http://www.rcanalytics.com。 

 

消息来源  Real Capital Analytics, Inc. 

 

http://www.rcanalytics.com/
http://www.rcanalytic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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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新闻 - 投资建议新闻案例 

招商证券 A 股 2011 年中期投资策略：后宽松年代 

深圳 2011 年 6 月 15 日电 /美通社/ -- 6 月 15 日，招商证券在深圳举行了以“后宽松年代”为主

题，为期两天的 2011 年中期投资策略及上市公司交流会。招商证券在本次会议上发布了 2011
年中期宏观经济、A 股市场、H 股市场、公司行业等系列投资策略报告。会议还特别邀请香港

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汇丰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宋敏先生以“全球货币政策

展望”为题做了主题演讲。招商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丁安华先生就中国宏观经济形势进行了演

讲。 
 
招商证券首席经济学家丁安华先生在演讲中指出，防通胀仍是宏观调控的首要目标，紧缩政

策将继续维持。在货币紧缩维持的前提下，加上主要发达国家逐渐退出宽松货币政策，预计 2
季度后通胀可控的概率进一步提高，货币政策将在稳健中体现灵活性。维持全年通胀前高后

低的判断，第二季度应为本轮通胀高点，全年通胀水平预测调整为 4.5%。 
 
对于第二季度开始的库存调整，丁安华先生指出，本轮库存调整将是温和的，调整空间有限，

本轮库存调整可能到第三季度结束。考虑到库存调整的影响，预计全年经济将呈现两头高中

间低的走势，同时维持全年经济增长 9.5%的判断。 
 
股票市场方面，招商证券策略研究团队在 2011 年下半年投资策略报告中指出，下半年估值水

平将触底回升，首先源于通胀回落实体经济对资金消耗减弱，随后源于货币政策放松。对下

半年市场持积极态度。 
 
行业配置方面：三季度的关键点是把握成本压力缓解、毛利提升受益的中下游制造业；低估

值银行地产可继续持有；周期股票需要等待四季度；基础消费品三季度仍有机会。 
 
本次会议还邀请了中国平安、三一重工、中国神华、上海汽车、长江电力、招商地产等 26 个

行业的 50 余家重点上市公司与投资者进行深入的交流。 
 
欲知详情，请联系： 
王逍君 
电话：+86-755-8294-3666 
 
消息来源  招商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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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新闻 - 投资建议新闻案例 

韬睿惠悦发布《投资私募市场》研究报告 

投资私募资本市场已经成为投资者提升投资回报的有力补充手段 
 
北京 2012年 6月 11日电 /美通社/ -- 世界知名的投资咨询机构韬睿惠悦近期发布了有关私募资

本市场投资的研究报告，详细描述了投资该资产类别的潜在回报和挑战、投资策略和主题以

及管理人类型，并列出了如此投资的五大理由。 
 
根据韬睿惠悦的研究，在当前全球宏观经济的背景下，机构投资者正在通过投资私募资本市

场来增强投资组合的风险回报特性。在这份名为《投资私募市场》的研究报告中，韬睿惠悦

阐释了投资私募资本市场的复杂性，并分析了在中国和印度等亚洲新兴市场中投资所面临的

挑战以及可能获取的回报。 
 
中国区投资咨询业务总经理毛晓佟指出：“虽然找到名副其实的优秀管理人不是一件简单的

事，而且我们一再鼓励投资者要谨慎挑选管理人，但是包括亚洲在内的新兴 市场中有许多地

区确实可以提供长期的有吸引力的投资机会。比如中国，强劲的经济基本面因素以及政府调

节政策的承诺和能力，已经把它推到国际投资舞台的中央。又比如印度，有预测表明它将在

2020 年前超越日本成为第三大经济体。这一 GDP 增长为私募资本市场投资提供了有利的支

持。然而，投资者还应该了解他们可能需要面对的执行上的困难。” 
 
在报告中，韬睿惠悦介绍了适应性投资组合管理法的概念。与传统方法相比，适应性投资组

合管理强调根据对各行业和投资地域的中期展望，更灵活地把握投资主题、构建私募市场投

资组合。 
 
韬睿惠悦全球私募市场研究总监，Luba Nikulina 女士表示：“我们相信整体考虑 α和 β投资策

略能够使流动性低的私募市场投资组合更好地定位于长期的成功。整体法给投资者提供了一

个更好的平台来选择私募股权、机会性基础建设、房地产和不良资产领域中 好的投资机会，

同时，通过选择多元的、符合组合总体投资策略的低风险的投资品种可以进一步提升风险回

报特性。” 
 
在报告中，韬睿惠悦讨论了投资者对二级交易市场以及共同投资日益增长的兴趣，探讨了目

前正流行的投资策略，比如不良债务和夹层资本等信用有关的投资策略，并给出一些看法。

另外，韬睿惠悦评估了一些有潜力同时带来回报提升和风险分散的宏观投资主题，比如可再

生能源、农业、林地、和自然资源。 
 
韬睿惠悦列举了投资者应该更多关注私募资本市场的投资的五大理由： 
 
• 私募资本市场为投资者提供了一个很难从公开市场获得的细分市场的投资敞口 

http://www.towerswatson.com/
http://www.towerswatson.com/china/research/72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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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私募市场提供了进一步的分散化。许多资产得益于与股市相关性低的特点，比如房

地产和基础建设 
• 由积极参与型股东模型衍生出来的投资增值的手段更为多元，并且较长的投资期限可抵

御短期波动 
• 低流动性溢价明显，所以投资者（尤其是追求 α的策略）应该预期获得高于公开市场的回

报 
• 鉴于相似的资产在私募市场和公开市场之间经常存在差价，为灵活的投资者提供了经常

性的套利机会 
 
这份 90 页的研究报告覆盖了私募资本市场投资的三个主要方面： 
 
• 为什么投资私募资本市场以及如何甄别私募市场的 α？ 
• 全球私募资本市场中宏观主题层面的投资机会 
• 不同地区的投资主题 

 
关于韬睿惠悦投资咨询 
 
韬睿惠悦投资咨询部门，是韬睿惠悦咨询公司的一部分。我们在全球的投资专家为一些世界

上 大的机构投资者提供具备坚实研究基础的咨询，客户涵盖了养老金、主权财富基金、银

行和保险资产、各类基金会和捐赠金。我们拥有自主开发的资产配置模型、投资管理机构研

究工具和投资管理机构及产品数据库。遍布全球的专业投资顾问在风险评估、战略资产配置

和投资管理机构选择等领域，为我们的客户提供各类量身订制的投资建议。 
 
关于韬睿惠悦 
 
韬睿惠悦（纽约证券交易所，纳斯达克：TW）是一家领先的全球咨询服务公司，通过对员工、

财务和风险的高效管理，协助企业提升经营绩效。我们在全球拥有逾 14,000 名员工，提供员

工福利计划、人才与奖酬方案以及风险和资本管理等各个领域的解决方案。了解详细信息，

请登陆韬睿惠悦网站http://www.towerswatson.com 。 
 
消息来源  韬睿惠悦 

http://www.towerswatso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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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新闻 - 收购并购新闻案例 

IFC 购买 APM 集团 2000 万美元股权 

北京 2012 年 3 月 5 日电 /美通社/ -- IFC，世界银行集团成员之一，日前已同意从亚太医疗国际

集团购买价值 2000 万美元的股权，此举将在未来三年帮助中国近百万病患享受到优质医疗服

务。 
 
目前，亚太医疗国际集团在中国经营着 6 家医院和一家诊所，在东南亚地区拥有 13 家诊所。

IFC 的投资将主要帮助该集团在北京、天津和中国其它城市收购医院、提升服务、扩大在这些

地区的覆盖范围。这一投资预计将会提高优质医疗服务的覆盖水平，帮助中低收入家庭获得

更多医疗服务，同时，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亚太医疗国际集团是 早投资于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外国投资者之一，与主要公立医院有着

近 20 年的合作历史，已经在市场中树立了良好的声誉。 
 
“与 IFC 的合作提升了我们的信用水平，同时为我们带来了长期融资和行业知识，”亚太医

疗国际集团主席蔡汉材医生表示，“这大大增强了我们在中国这样快速发展的市场中的竞争

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中国 13 亿人口对优质医疗服务的需求正快速增长。1995 年以来，政府对医疗行业的支出以每

年 15%的速度增长。作为医疗卫生体系的一部分，私营医院也获得了中国政府的积极扶持，

作用日益显著。 
 
“IFC 是全球范围对新兴市场私营医疗卫生行业投资 多的多边机构。我们乐于与亚太医疗国

际集团合作，以此向人们展示公立医院和私立医院的结合可以帮助更多的中低收入人群享受

优质医疗服务，”IFC 执行副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拉尔斯·特内尔说道，“我相信，私营部门在

为改善中国数百万人的生活水平方面将发挥重要作用。” 
 
截至 2011 年末，IFC 对全球 28 个国家的 76 个私营医疗和生命科学项目投资了 11.3 亿美元。

这些项目投资总金额超过 46 亿美元，其中约有 30%位于世界 贫穷国家。通过这些项目，IFC 
帮助创造就业岗位，传播知识，培训医疗人员，并让更多的人享受到优质的医疗服务。 
 
媒体垂询，敬请联系： 
Mr. Rich  
电话：+86-135-6457-2083 
Ms. Banerjei  
电话：+86-21-5155-1858 转 8135 
 
消息来源  亚太医疗国际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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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新闻 - 收购并购新闻案例 

文思并购三赢 全面进军交通旅游行业 

北京 2012 年 5 月 2 日电 /美通社/ -- 文思信息技术有限公司（NYSE: VIT，简称“文思”），

中国领先的 IT 咨询、解决方案与服务外包公司，今天宣布已于第一季度完成对北京三赢伟业

科技有限公司（简称“三赢”）的并购，共有百余名航空领域专业人才加入文思。 

 

北京三赢伟业科技有限公司是国内民航业信息化建设的领跑者，主要为航空公司、机场、航

油及科研院校等航空企业提供核心生产作业系统的咨询和开发实施服务。公司拥有成熟的产

品体系和解决方案，包括航班运行控制系统、航空安全管理系统、配载平衡系统等，客户遍

布国内 30 余家航空企业及科研院校。 

 

文思通过并购三赢，正式拉开了全面进军交通旅游行业 (T&T) 的大幕。此前文思业已为香港

国泰航空、亚航、中国国航、东航、海航、美国 Expedia、中国国旅等众多知名客户提供 IT 服

务，并在 2011 年初成立了由行业专家、技术专家组成的交通旅游解决方案创新中心（T&T 

COE），旨在为面临日益激烈的竞争和变动的需求的交通旅游行业客户提供创新的商业智能

工具，以有效提升交通旅游行业客户的用户体验以及财务展现。在未来的三到五年，文思将

持续在交通旅游行业投入战略资源，将交通旅游行业发展成为文思继金融行业之后的另一个

支柱行业。三赢团队的加入，将增强文思在民航领域的咨询与解决方案能力，涉足客户核心

业务领域，打造自主知识产权产品，扩充优质客户数量，为客户提供更专业、更全面、更优

质的服务。三赢的总经理刘德永表示：“文思拥有强大的技术团队和交付平台，先进的管理

经验和发展交通旅游行业的决心，与三赢近 20 年行业经验的专家团队和自主的航空业解决方

案相结合，必将产生倍增效应，帮助文思成为在国内航空业 IT 服务领域的领先者。”三赢加

入文思后，刘德永将继续担任三赢总经理，并任文思副总裁，负责国内航空和相关解决方案

业务。 

 

关于文思 

 

文思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是一家信息技术服务提供商及在中国居领先地位的离岸软件开发公司

之一。 

 

根据领先的独立市场研究公司国际数据公司 (IDC) 的统计，以 2010 年销售额衡量，文思信息

技术在为欧美市场提供离岸软件开发行业中位居中国第一。 

 

http://www.vance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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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思信息技术的全面信息科技服务包括研究及开发、企业解决方案、应用软件开发和维护、

质量保证和测试、本地化和全球化服务及其它解决方案和服务。文思信息技术主要为总部设

于美国、欧洲、日本及中国的企业提供这些服务，并针对高增长行业如科技、电讯、金融、

制造、零售及分销。 

 

安全港声明 

 

本新闻稿中包含的语句可能会构成根据 1995 年《美国私人证券诉讼改革法》中的安全港条款

制 定的前瞻性语句。这些前瞻性语句可通过一些词语进行识别，例如“将”、“应该”、“期

望”、“预期”、“将来”、“打算”、“计划”、“相信”和“估计”等类似词语。其中，

管理层引言及“2012 年第一季度与全年业绩展望”含有前瞻性语言。此类语句包含风险和不

确定因素，可能会导致实际结果与前瞻性语句中的说法具有重大差异。潜在风险与不确定因

素包含（但不局限于）：公司收入的重要部分依赖于一定数量的客户，主要业务来源地域经

济放缓，服务线与行业技能的质量及组合，中国人才资源及合格的专业人员的供给，中国政

府在基础设施建设上的投资，以及对 IT 服务业的种种鼓励政策的影响。有关上述风险和其他

风险的更多信息记录在由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保管的文思档案中。本新闻稿及其附件中的所

有信息均截止于 2012 年 5 月 2 日。除非相关法律要求，否则，文思不负责对前 瞻性声明进行

任何新增信息、未来事件或其他因素更新。 

 

消息来源  文思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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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新闻 - 股东大会新闻案例 

斯道拉恩索召开年度股东大会并做出董事会决议 

赫尔辛基 2007 年 4 月 2 日电 /美通社/ -- 斯道拉恩索于 2007 年 3 月 29 日召开的年度股东大会

审议了公司 2006 年事务，并批准公司董事会和 CEO 此任期结束。 
 
分红 
 
股东大会批准了董事会提出的 2006 财务年度每股分红 0.45 欧元的提案。公司将于 2007 年 4
月 17 日，根据 2007 年 4 月 3 日当天在芬兰中央证券托管 机构和北欧中央证券托管机构 (VPC) 
登记的股东注册名单，向股东配发分红。派送给 VPC 注册的股票分红将以瑞典克朗支付；派

送给美国存托凭证的用户将以美元支付。 
 
董事会成员 
 
股东大会通过董事会由 9 名成员组成的提案，他们分别是再次当选的：Gunnar Brock、Lee A. 
Chaden、Claes Dahlback、Dominique Heriard Dubreuil、Birgitta Kantola、Ilkka Niemi、Jan 
Sjoqvist、Matti Vuoria 和 Marcus Wallenberg。居卡.哈马拉不再担任董事会成员。 
 
审计 
 
股东大会同意由普华永道会计事务所承接公司的审计工作，直到下次股东大会的召开。 
 

薪酬计划 
 
股东大会通过了董事会的年度薪酬计划： 

• 主席 135000 欧元 
• 副主席 85000 欧元 
• 成员 60000 欧元 

 
股东大会通过了董事会下属委员会的年度薪酬计划： 

• 金融和审计委员会 
• 主席 20000 欧元 
• 成员 14000 欧元 

 
薪酬委员会 

• 主席 10000 欧元 
• 成员 6000 欧元 
• 提名委员会的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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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大会通过了组成一个提名委员会以准备关于以下几方面提案 (a) 董事局成员名额数量，(b) 
董事局成员人选，(c) 董事局主席、副主席和成员的薪酬计划以及 (d) 董事会下属委员会主席

和成员的薪酬计划。提名委员会将包括以下 4 名成员： 
 

• 董事会主席 
• 董事会副主席 
• 根据 2007 年 10 月 1 日股东注册信息，由 大两名股东（分别）委任的两名成员。 

 

董事会主席是提名委员会的召集人，在 2008 年 1 月 31 日前，提名委员会应向 2008 年度股东

大会提供以上提案。董事会成员不可担任提名委员会主席。提名委员会中的一名非董事局成

员应获得 3000 欧元的年度酬劳。 
 
董事局的决议 
 

• 斯道拉恩索董事局在年度股东大会后的会议中选举 Claes Dahlback 为董事局主席，

Ilkka Niemi 为副主席。 
• Jan Sjoqvist（主席）、Lee A. Chaden、Claes Dahlback、Birgitta Kantola 和 Ilkka Niemi 

将继续担任金融与审计委员会成员。 
• Claes Dahlback（主席）、Dominique Heriard Dubreuil、Ilkka Niemi 和 Matti Vuoria 将

继续担任薪酬委员会成员。 
• 康佑坤 (Jouko Karvinen) 在斯道拉恩索的年度股东大会上出任公司的新首席执行官 
• 康佑坤在年度股东大会上的发言：斯道拉恩索已加速其投资组合和战略评估。新战

略中的关键在于，公司将把工作重心从增长转为盈利。公司的资本收益率目标仍为 
13%。他表示，“我们必须作出决定，寻找重点，将我们的资源分配给能够获得两位

数资本收益率的业务上。”“好消息是，全球整体经济环境相对健康。不过，这使

得在下一个产业周期内达到 13％的资本收益率的难度大大增加了，因此我们必须争

分夺秒。” 
 
康佑坤 后指出：“斯道拉恩索及欧洲的林纸工业面临的现实情况是：俄罗斯宣布了将征收

更高的出口关税，将木纤维转化为生物燃料的用量有所增加，以及呼声渐高、限制木材原材

料采购的环境压力，所有这些都导致木材供应短缺状况不断恶化。正如我们今天所宣布的，

我们已经同意自现在起，不再从 Metsahallitus 公司购买来自芬兰北部争议地区的木材，但如果

没有充足的木材供应，我们就无法生产纸浆或者锯木产品。由于原材料短缺，预计 2007 年第

二季度，Enocell 浆厂（属于包装纸板部）将削减一部分产量。我们正在想办法尽快找到木材

原料的其它来源 -- 并同时着手推动解决俄罗斯的关税问题，以及继续与持不同见解利益相关

者的对话。” 
 
公司管理层没有计划启动新的短期提高利润的方案，替之以新任首席执行官及其团队将带领

公司走一条更强化的提高之路。在作出诸个决策时，将会进行传达而不是宣布一个多年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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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斯道拉恩索公司任命 Hannu Ryopponen 为副首席执行官 
• 斯道拉恩索公司的董事会任命 Hannu Ryopponen 为副首席执行官。除了其当前的首

席财务官职务之外，Hannu Ryopponen 将同时担任公司副首席执行官。今后他还将增

加负责集团其他相关部门的职能。各个产品事业部继续向首席执行官康佑坤汇报。  
 
担任公司首席执行官 18 年之久的居卡.哈马拉致股东的发言 
 
居卡.哈马拉在年度股东大会上发言：“2006 年，由于新闻纸、未涂布高档文化纸和木材产品

价格出现上涨，公司的利润有所上升，这也得益于我们的内部利润增长计划。利润 2007 计划

和资产绩效评估计划 (APR) 已提前完成，但由于去年能源价格和今年木材价格的上涨抵消了

很大一部分利润，所以盈利情况不能令人满意。” 
 
后他总结道：“多年以来，公司在业内取得了激动人心、硕果累累的业绩，我愿意借此机

会向所有员工、股东和董事会表示感谢，并祝愿你们能有一个非常美好的未来。” 
 
斯道拉恩索将战略关注焦点从增长转为盈利资本收益率目标仍为 13％。 
 
消息来源  斯道拉恩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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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新闻 - 股东大会新闻案例 

亚信将于 2007 年 4 月 24 日在中国北京召开年度股东大会 

北京和加州桑塔克拉拉 2007 年 1 月 26 日电 /美通社/ -- 亚信控股（纳斯达克交易代码：ASIA）

是一家在中国提供电信软件解决方案、IT 安全产品及服务的领先供应商。该公司于今天宣布，

将于 2007 年 4 月 24 日下午 3 时在中国北京召开 2007 年股东大会。可登录公司网站 

http://www.asiainfo.com 收听此次大会的召开情况。股东基准日为 2007 年 3 月 1 日。 

 

亚信控股简介 

 

亚信控股（纳斯达克交易代码：ASIA）是向中国的 大型企业及众多中小型公司提供优质电

信软件解决方案、安全产品及服务的领先供应商。作为中国电信业界公认的领袖，亚信于 2004

年收购了联想旗下非电信相关的 IT 服务业务，从而成为了在中国提供安全产品及服务的顶尖

供应商。 

 

亚信控股在特拉华州注册，1993 年开始在美国经营。该公司从 1995 年开始将主要业务转移到

中国，在中国所有主要国有电信运营商（包括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中国联通及中国网通）

的全国骨干网和省级接入网络的建设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自 1998 年以来，亚信一直致力于

提供多样化的产品，现已是中国电信软件解决方案的主要供应商。 

 

欲了解关于亚信的更多信息，请登陆网站 http://www.asiainfo.com。 

 

消息来源  亚信控股 

 



 

- 206 - 
新闻稿写作案例书 
- 主题写作案例 

主题新闻 - 股利相关新闻案例 

巨人网络集团宣布特殊现金股利除息日为 2011 年 09 月 12 日 

上海 2011年 8月 30日电 /美通社/ -- 中国领先的网络游戏开发及运营商之一，巨人网络集团（纽

交所上市代码: GA；以下简称“巨人”）今天宣布纽约证券交易所已经确定 2011 年 08 年 08

日经由巨人董事会批准的特殊现金股利的除息日为 2011 年 09 月 12 日。每股 3.00 美元的特殊

股利将于 2011 年 09 月 09 日支付给 2011 年 08 月 31 日（登记日）登记在册的股东们。另外，

纽约证券交易所也会申请股息转让凭证程序。 

 

根据纽约证券交易所规定，当公司宣布的每股股利超过其股价的 25%时，公司股票以不含股

利权利开始交易的日期或者除息日，即为支付股利那天的后一个工作日。巨人从纽交所处得

知此次支付每股 3.00 美元的特殊股利预期超过公司目前美国存托凭证价格的 25%，因此根据

纽交所规定，除息日被纽交所确定为特殊股利支付日的后一个工作日，也就是 2011 年 09 月

12 日。巨人进一步了解到，根据股息转让相关程序，美国存托凭证（ADSs）在 2011 年 09 月

12 日前买入且在登记日后（股息转让期）完成交割的股票仍将享有在 2011 年 09 月 09 日支付

的特殊红利。这意味着凡是在股息转让期买入股票（即使交易将在股息转让期后处理）的股

东，同样有资格获得特殊现金股利；而在股息转让期出售股票（即使交易将在股息转让期后

处理）的卖方，是没有资格获得特殊现金股利的。投资人如果在 2011 年 09 月 12 日当天或之

后进行交易或者购买美国存托凭证，都是没有资格获得 2011 年 09 月 09 日支付的特殊现金股

利的。 

 

关于巨人网络集团 

 

巨人网络集团有限公司（纽交所上市代码：GA）是一家中国领先的网络游戏开发商和运营商，

专注于大型多人在线角色扮演游戏。目前巨人运营多款游戏，包括《征途》、《绿色征途》、

《征途 2》、《巨人》、《仙途》和《黄金国度》。巨人通过其全国性的分销网络来销售玩家

进入其游戏所需的预付费游戏点卡。欲 知更多详情，请浏览巨人网络集团的网

站 www.ga-me.com。 

 

安全港声明 

 

此次声明包含《1933 年证券法案》27A 部分，修订版，《1934 年证券交易法案》21E 部分，

修订版，以及《1995 年私有证券改革法案》中的“前瞻性陈述”的内容。这些前瞻性的陈述

包含以下术语，例如“预计”、“期望”、“打算”、“计划”、“或许”、“将要”、“相

http://www.ga-m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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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寻求”、“估计”和类似表述。其中还包括其他陈述，例如未来在中国网络游戏产

业的成长机会和在将来提高股东价值。这些前瞻性的陈述并非已为既定的事实，而是陈述本

公司关于未来事件的预期，其中很多依其性质都带有不确定性和不可控制的因素。本公司

终达到的实际结果和经济状况及其他与前瞻性陈述中所预期的可能有实质性区别。就有关可

能影响我们的实际结果与前瞻性陈述不同的风险因素，请参见我们向美国证券交易所递交的

2010 年年报第 5 页开始列出的“风险因素”。 

 

消息来源  巨人网络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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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新闻 - 股利相关新闻案例 

巨人网络宣布分派现金股利 

上海 2010 年 4 月 15 日电 /美通社/ -- 巨人网络集团有限公司（纽交所交易代码：GA）（以下

称“巨人”或“公司”），是一家中国领先的网络游戏开发商和运营商，今天宣布公司董事

会已批准向 2010 年 4 月 26 日（美国东部时间）交易结束时登记在册的持股股东分派每股 0.18

美元的现金股利，并将于 2010 年 5 月 10 日（美国东部时间）向股东支付。 

 

公司的美国存托凭证（以下称“ADS”）持有者将相应获得每股 ADS0.18 美元的现金股利，

每股 ADS 代表一股普通股。巨人 ADR 项目存托银行美国花旗银行预计将于 2010 年 5 月 10

日（美国东部时间）向美国存托凭证持有者支付现金股利。 

 

公司预计本次现金股利支付总额约为 4,090 万美元。分派的现金股利有可能需扣缴中国税。 

 

截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巨人的现金、现金等价物、短期投资及持有至到期证券的总值为 7.910

亿美元。 

 

关于巨人网络集团有限公司 

 

巨人网络集团有限公司（纽交所上市代码：GA）是一家中国领先的网络游戏开发商和运营商

（根据中国一家独立研究中心“艾瑞咨询集团”的市场份额计算），专 注于大型多人在线角

色扮演游戏。目前巨人运营多款游戏，包括《征途》、《绿色征途》、《巨人》、《万王之

王 III》、《黄金国度》、《仙途》和《我的小傻 瓜》；巨人还将正式推出其他多款网络游戏，

其中包括《征途 II》、《龙魂》和《Allods Online》。巨人通过其全国性的分销网络来销售玩

家进入其游戏所需的预付费游戏点卡。截止 2009 年 12 月 31 日，巨人的销售网络已有 290 多

个分销 商和 116,500 多个零售点，其中包括遍布全中国的网吧、软件店、超市、书店、报摊和

便利店。欲知更多详情，请浏览巨人网络集团的网站 http://www.ga-me.com。 

 

欲知详情，请联系： 

 

投资人联系人： 

Rich Chiang 

投资者关系经理 

巨人网络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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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86-21-6451-1258  

 

投资人关系 (香港)： 

Ruby Yim  

Taylor Rafferty 

电话：+852-3196-3712 

 

投资人关系(美国)： 

Mahmoud Siddig  

Taylor Rafferty 

电话：+1-212-889-4350  

 

媒体联系人： 

Jason Marshall  

Taylor Rafferty 

电话：+1-212-889-4350 

 

消息来源  巨人网络集团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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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新闻 - 融资贷款新闻案例 

CDP 携手宽带资本完成新一轮融资 

 

打造中国 大 先进的基于互联网的人力资源“云服务”平台 
 
上海 2012 年 4 月 9 日电 /美通社/ -- 今天，大中国区乃至亚太区领先的人力资源“一站式”外

包服务供应商，CDP 集团中国公司（以下简称 CDP）正式宣布：CDP 已经顺利完成新一轮融

资的进程。在这一轮的融资中，CDP 获得了中国顶尖的投资机构 -- 宽带资本的注资。CDP 将
把获得的资金用于壮大公司的管理、销售和运营团队，扩大公司的地域覆盖以及研发业内领

先的产品及服务，并借此将 CDP 打造成中国 大、 先进的基于互联网的人力资源“云服务”

平台。 
 
在此之前，CDP 曾于 2006 年完成了其上一轮的千万美元级的机构融资。参与融资的是三家世

界级的投资机构 -- 欧洲 Investor AB 的全资子公司 Investor Growth Capital Asia Ltd.(IGCA)、美

国的富达基金与日本住友商事亚洲资本。 
 
CDP 近年来在大中国区和亚太区的成绩斐然，不仅将人力资源业务流程外包的先进理念带入

中国，并且身体力行，将此理念大力推广，带动了中国一批人力资源外包服务企业的发展，

成为行业的领头羊。2011 年以来，更是开创性地将“云计算”理念引入人力资源外包行业。

并且赢得了很多大中国及亚太区的高端客户.同时在业内创下了客户保有率 高的记录。 
 
业内专家指出，目前成熟的“云服务”还比较少，排名前三的应用分别是电子商务、IT 和 HR。
“云服务”的产生和应用，颠覆了现有的服务交付模式，只要连接入网络，即可享受服务。

CDP 是国内首家推出“云服务”的人力资源服务企业，至目前已经积累了大量成功的人力资

源“云服务”案例，这恰恰是同行企业 缺少的。 
 
“宽带资本的目标一直是互联网、媒体、通讯和高科技企业，云计算是宽带资本的主要投资

方向之一。CDP 将互联网、‘云平台’和传统的人力资源服务融会贯通在一起，成为国内领

先的人力资源‘云服务’的供应商，这是 CDP 吸引宽带资本的重要原因。”宽带资本主席田

溯宁说，“我们非常看好 CDP 在人力资源‘云服务’方面的发展，将帮助 CDP 发展成一个世

界级的人力资源‘云服务’供应商。” 
 
“‘云服务’不是虚无缥缈的，它实实在在地存在于我们的周围，它带来的应用不可预估。

特别在 HR 行业中，以前大量地使用手工处理的事务都能够通过‘云服务’来简化并提升效率

并可节约 30%的成本。”CDP 集团首席执行官王炜先生说，“顺利地完成本轮机构融资对于

目前的 CDP 来说非常重要，这将帮助 CDP 进入一个高速发展的轨道。我们期待着与宽带资本

的紧密合作，借助于他们的强劲资源和丰富的管理经验，将 CDP 发展成为一流的世界性公司，

亚太地区 成功的人力资源外包服务供应商,争取在不久的将来的完成上市计划。” 

http://www.cdpgrouplt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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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CDP 
 
CDP 是大中国区乃至亚太区领先的“一站式”人力资源外包和云服务供应商。我们为客户提

供一整套功能强大的人力资源服务，包括薪酬外包、福利外包、HR 按需服务、HR 共享服务、

业绩按需服务、招聘服务、外籍员工服务以及其他增值服务。我们的服务通过“人、流程和

平台”的模式有效帮助企业管理并优化人力资源管理。截止 2011 年 12 月底，CDP 已经为 35
个行业的 450,000 名员工提供的整合式的 HR 外包服务。目前，我们可在全国超过 180 个城市

提供 专业的 HR 服务。 
 
了解更多关于 CDP 的信息，请登录 http://www.CDPgroupLtd.com。 
 
关于宽带资本 
 
宽带资本成立于 2006 年，是国内通信、互联网、媒体及高科技领域内 具影响力的投资机构

之一。宽带资本借助自身深厚的行业背景及丰富的联系渠道，为投资组合内的每一家公司提

供来价值提升的多重机遇，从而逐渐在通信及媒体行业投资领域内确立了自身的领导地位。

宽带资本拥有一支独特的管理团队，其成员在通信及媒体行业创业、投资、管理等各方面的

丰富资历确保了整个管理团队在经验、能力、行业背景等各方面的优势互补，从而在股权融

资、收购兼并到企业的战略及运营管理等各环节上都为企业创造价值。 
 
了解更多关于宽带资本的信息，请登录 http://www.cbc-capital.com。 
 
消息来源  CDP 集团 

http://www.cdpgroupltd.com/
http://www.cbc-capita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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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新闻 - 融资贷款新闻案例 

中芯国际获六亿美元银团贷款 

上海 2012 年 3 月 16 日电 /美通社/ -- 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中芯国际”，纽约证

券交易所：SMI；香港联交所：0981.HK），中国内地规模 大、技术 先进的集成电路晶圆

代工企业，欣然宣布，其子公司 -- 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北京）有限公司今日签订了一项

由国家开发银行及中国进出口银行牵头，总额达六亿美元的七年期银团贷款协定。新的贷款

额度将会主要支援中芯国际北京十二吋晶片厂的扩充及技术发展。 
 
中芯国际首席执行官兼执行董事邱慈云博士表示：“我们很高兴能达成此次贷款协议。这笔

信贷安排代表了我们先进的北京十二吋晶片厂的发展潜力得到国家政策银行及主要商业银行

的认同。此外，这个贷款专案强化了我们的资本结构，使我们在短期债项和长期债项之间取

得一个更好的平衡。” 
 
银团贷款的其他参予银行还包括中国建设银行、上海银行及北京银行。 
 
关于中芯国际 
 
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中芯国际”，纽约证交所股票代码：SMI，香港联合交易

所股票代码：981)，是世界领先的集成电路晶圆代工企业之一，也是中国内地规模 大、技术

先进的集成电路晶圆代工企业。中芯国际向全球客户提供 0.35 微米到 40 纳米晶圆代工与技

术服务。中芯国际总部位于上海，在上海建有一座 300mm 晶圆厂和三座 200mm 晶圆厂。在

北京建有两座 300mm 晶圆厂，在天津建有一座 200mm 晶圆厂，在深圳有一座 200mm 晶圆厂

在兴建中。中芯国际还在美国、欧洲、日本和台湾地区提供客户服务和设立行销办事处，同

时在香港设立了代表处。此外，中芯国际代武汉新芯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经营管理一座 
300mm 晶圆厂。 
 
详细资讯请参考中芯国际网站 www.smics.com 。 
 
安全港声明 
 
（根据 1995 私人有价证券诉讼改革法案） 
 
此资料乃是中芯国际的机密专有资讯，未经中芯国际书面许可，不得复制或发放。此资料是

“按原样”基础提供及只作参考用途。本公司概不负责任何人士对这些资料的依赖。 
 
本公告载有（除历史资料外）依据 1995 美国私人有价证券诉讼改革法案的“安全港”条文所

界定的“前瞻性陈述”。该等前瞻性陈述的声明乃根据中芯对未来事件的现行假设、期望及

预测而作出。中芯使用“相信”、“预期”、“打算”、“估计”、“期望”、“预测”或

http://www.smics.com/chn/index.php
http://www.smic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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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用语来标识前瞻性陈述，尽管并非所有前瞻性声明都包含这些用语。这些前瞻性声明

涉及可能导致中芯实际表现、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与这些前瞻性声明所表明的意见产生重大

差异的已知和未知的重大风险、不确定因素和其他因素，其中包括当前全球金融危机、未决

诉讼的颁令或判决，和终端市场的财政稳定等相关风险。 
 
投资者应考虑中芯呈交予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证交会”）的档资料，包括其于二零一一

年六月二十八日以 20-F 表格形式呈交给证交会的年报，特别是在“风险因素”和“管理层对

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的讨论与分析”部分，以及中芯不时向证交会(包括以 6-K 表格形式)，或

联交所呈交的其他档。其他未知或不可预测的因素也可能对中芯的未来结果，业绩或成就产

生重大不利影响。鉴于这些风险，不确定性，假设及因素，本公告中讨论的前瞻性事件可能

不会发生。请阁下审慎不要过分依赖这些前瞻性声明，因其只于声明当日有效，如果没有标

明声明的日期，就截至本公告之日。除法律有所规定以外，中芯对因新资料、未来事件或其

他原因引起的任何情况概不负责，亦不拟更新任何前瞻性陈述。 
 
欲知详情，请联系： 
投资人关系  
电话：+86-21-3861-0000 转 12804 
电邮：IR@smics.com 
 
消息来源  中芯国际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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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新闻 - 公开募股或 IPO 新闻案例 

FX Alliance Inc. 提交首次公开募股 Form S-1 注册申请 

纽约 2011 年 9 月 19 日电 /美通社/ -- FX Alliance Inc.（简称 “FXall”）今天宣布，该公司已

经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提交了普通股首次公开发行的 Form S-1 注册申请。这次发行

的股份数量和价格范围则尚未确定。 

 

美银美林 (BofA Merrill Lynch)、高盛 (Goldman, Sachs & Co.)、花旗集团 (Citigroup) 和摩根大

通证券 (J.P. Morgan Securities LLC) 将担任此这次发行的联合承销商。摩根斯坦利 (Morgan 

Stanley)、瑞银投资银行(UBS Investment Bank)、Raymond James & Associates 和 Sandler O'Neill 

+ Partners, L.P. 则担任副承销商。 

 

这次发行的初步招股说明书副本可从以下渠道获取：美银美林，地址：纽约世贸中心 4 号楼，

纽约州 10080，联络：招股说明书部门 (Prospectus Department)，或电

邮：dg.prospectus_request@baml.com；或高盛，地址：纽约西街 200 号，纽约州 10282，联

络：招股说明书部门，电话：1-866-471-2526，传真：212-902-9316，或电

邮：prospectus-ny@ny.email.gs.com。 

 

关于这些公开发行股票的注册申请已经提交至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但还未生效。在注册申

请生效前，这些证券不得出售或出价认购。本新闻稿并不构成销售或诱使购买的邀约，亦不

构成在美国任何州销售发行股票的邀约，根据美国各州的证券法，在注册或取得资格之前出

价、诱使购买或销售将均属非法行为。此次招募只通过招股说明书的方式进行。 

 

消息来源  FX Alliance Inc. 

mailto:dg.prospectus_request@baml.com
mailto:prospectus-ny@ny.email.g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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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新闻 - 公开募股或 IPO 新闻案例 

日出东方·太阳雨太阳能沪市 A 股主板首发 

上海 2012 年 5 月 21 日电 /美通社/ -- 2012 年 5 月 21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大厅，我国首家太

阳能光热企业日出东方·太阳雨在沪市 A 股主板正式挂牌，中国太阳能光热第一股由此正式诞

生。作为国内首家登陆主板市场的太阳能光热企业，日出东方·太阳雨 终通过 IPO 完成了从

民营企业向公众公司的改制转型，借助资本市场，实现面向未来“万亿级”市场的快速升级。 
 
复杂经济时代的公众转型 
 
2012 年，在经历了次贷危机、欧债危机之后，全球性的经济衰退正深刻地影响着每一个经济

体，作为今日亚洲经济崛起的主体，目前中国经济同样正面临着多重的压力。面对如此复杂

的经济背景，民企该如何破局？ 
 
中国太阳能光热产业，起源于学院，发端于民间资本，成熟于市场化运营。 初，在缺少政

策支持和资本涌入的情况下，这个行业沿着自己的轨迹，自由成长、成熟，因此被很多人称

为草根行业。太阳能光热的草根属性，致使行业进入门槛低，这一点使太阳能光热的市场化

进程变得容易，但是同时导致了行业市场集中度不高、市场竞争无序，虽然充斥着数千家企

业，但是真正做大做强与国际水平接轨的企业，屈指可数。但随着行业的发展成熟与行业规

范的建立，太阳能光热市场发展促使行业已经进入了理性化规范和调整时期。中国太阳能光

热这个曾经的草根行业，正显示出自身独有的广阔市场容量及价值。 
 
如今的太阳能光热行业已经进入了崭新的时代，从“跑马圈地”到“规模化竞争”，从无序

发展到细分市场，未来行业的发展趋势将是技术、资本等资源向优势企业聚合的“聚变”，

以及产品与市场进一步细分的“裂变”。 
 
作为中国太阳能热利用领军企业及领导品牌，日出东方·太阳雨通过近年的持续健康发展，实

现了企业综合实力的稳健提升，早在 2005 年日出东方太阳雨即获得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

局颁发的中国名牌产品,其后，通过一系列差异化发展策略，抓住各种机遇，充分整合各界资

源，先后完成连云港、山东、河南等基地的全国产业布局，并在河南洛阳基地整合产业上下

游资源，建成中西部中国太阳能光热首条完整产业链，成为区域经济发展中新能源的典范。 
 
面对规模化竞争时代，规模领先、总成本领先已成为行业品牌集中的关键。基于上述因素，

面对未来，太阳能光热还能做些什么？光热企业如何突围？如何整合社会资源？如何实现产

业及企业几何级增长？资本市场，是一条不可回避的道路。由此，日出东方·太阳雨近年积极

筹划推进上市，从 2 月 15 日顺利过会 IPO 申请获批，到 4 月份确定询价及推介日期，5 月份

顺利完成路演，确定发行价格，再到 5 月 21 日敲锣上市， 终日出东方·太阳雨借助资本市场

的力量完成了企业的转制运营，一举成为我国太阳能光热行业首家公众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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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下的巨无霸产业 
 
太阳能光热行业的龙头企业，日出东方·太阳雨长期致力于太阳能热水器、太阳能热水工程系

统、太阳能采暖系统以及太阳能制冷空调系统等太阳能热利用产品的研发、生产与销售，在

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这个行业的方向，通过日出东方·太阳雨的上市，一个真实的、全面的太阳

能光热行业正式进入公众视野。 
 
太阳能光热行业无论是市场空间，还是未来发展趋势，都优于其它新能源行业。据太阳能热

利用行业权威研究机构太阳界蓝德智库的 新报告显示：目前，80℃以下为低温应用领域，

太阳能提供的热水广泛应用于家庭、宾馆、学校、饭店、养殖、食品、农业等民用或商用领

域的，拥有千亿级市场规模；80℃-250℃为中温领域，太阳能提供的热能，主要广泛应用于采

暖、空调、纺织、印染、造纸、橡胶、海水淡化等生活和工业领域，中温应用市场将达万亿

级规模；而以 250℃以上的热发电为主的高温应用市场，将达数万亿级规模，堪称巨无霸市场。 
 
5 月 17 日，国家节能新政再出，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安排财政补贴 265 亿元，启动推广符合

节能标准的空调、平板电视、电冰箱、洗衣机和热水器，推广期限暂定一年。消息一出，众

界沸腾。据初步计算，按补贴额度 10%，此次节能推广政策将会带动近 3 千亿元的节能家电

消费。这一利好消息，对于中国太阳能光热行业市场规模的提升，对于中国太阳能光热在资

本市场的拓展，将产生不可估量的力量，而作为中国太阳能光热行业首家登陆沪市 A 股主板

的公众公司，日出东方·太阳雨迎来一个更美好时代。 
 
在中国，历经三十余年发展的太阳能光热行业选择在这个历史时期上市，有其必然原因，而

商用和工业用市场的爆发式增长，是光热企业迈入资本市场的原因之一。 
 
“成功进入资本市场对于太阳雨的发展非常重要，我们将有大量资本支持商用和工业用市场

的发展，巩固并加强企业规模化优势，我们的行业地位和品牌优势一定会进一步加强，”太

阳雨执行总裁陈荣华，“面向未来万亿级的应用市场，日出东方·太阳雨通过上市这一形式完

成自身的转型升级，用投资守望生生不息的绿色财富。” 
 
消息来源  日出东方·太阳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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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新闻 - 财务报告及财报电话会议预告新闻案例 

巨人网络将于 2012 年 5 月 7 日公布 2012 年第一季度业绩 

财报电话会议将于 2012 年 5 月 7 日美国东部时间晚上 9 点/美国西部时间下午 6 点/ 
北京时间 5 月 8 日早上 9 点召开 
 
上海 2012 年 4 月 23 日电 /美通社/ -- 巨人网络集团有限公司（纽交所交易代码：GA）（以下

称“巨人”或“公司”），是一家中国领先的网络游戏开发商和运营商。今天宣布将于 2012
年 5 月 7 日（周一）美国股市收盘之后公布截至 2012 年 3 月 31 日止，未经审计的 2012 年第

一季度业绩。 
 
业绩报告可以在巨人网站 (http://www.ga-me.com/earningsannouncements.php) 上查阅。 
 
业绩公布后，巨人管理层将于 2012 年 5 月 7 日美国东部时间晚上 9 点/美国西部时间下午 6 点

/北京时间 2012 年 5 月 8 日早上 9 点举行投资者电话会议，讨论 2012 年第一季度业绩表现以

及近期的营运活动。 
 
如欲参加电话会议，美国境内请拨打+ 1 866 519 4004，中国大陆地区请拨打 800 819 0121，香

港地区请拨打 800 930 346，美国及中国以外地区请拨打+ 65 6723 9381，并输入密码 74440547。
请在会议开始前约 10 分钟拨进电话。 
 
电话会议的录音回放从美国东部时间 2012 年 5 月 8 日下午 3 点开启，如欲听取，美国境内请

拨打+ 1 866 214 5335，美国以外地区请拨打+ 61 2 8235 5000，并输入密码 74440547。 
 
电话会议的网上直播和重放也可以在巨人网站的投资者关系部分 
(http://www.ga-me.com/earningsannouncements.php) 听取查看。 
 
关于巨人网络集团有限公司 
 
巨人网络集团有限公司（纽交所上市代码：GA）是一家中国领先的网络游戏开发商和运营商

（根据中市场份额计算），专注于大型多人在线角色扮演游戏。目前巨人运营多款游戏，包

括老《征途》系列、《征途 2》、《巨人》、《仙途》、《黄金国度》和《艾尔之光》。巨人

通过其全国性的分销网络来销售玩家进入其游戏所需的预付费游戏点卡。欲知更多详情，请

浏览巨人网络集团的网站www.ga-me.com。 
 
消息来源  巨人网络集团有限公司 

http://www.ga-me.com/
http://www.ga-me.com/earningsannouncements.php
http://www.ga-me.com/earningsannouncements.php
http://www.ga-m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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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新闻 - 财务报告及财报电话会议预告新闻案例 

环球资源将于 2012 年 5 月 17 日公布 

2012 年第一季度业绩报告 

纽约 2012 年 5 月 2 日电 /美通社/ -- 环球资源 Global Sources Ltd. (NASDAQ: GSOL) 将于 2012

年 5 月 17 日美国纳斯达克股票市场开市前公布 2012 年第一季度业绩报告。 

 

环球资源执行董事长韩礼士 (Merle A. Hinrichs) 先生及首席财务官赖秀琴女士将于美国东部时

间 2012 年 5 月 17 日上午 8 时 (香港时间 2012 年 5 月 17 日晚上 8 时) 主持投资者电话会议，旨

在回顾公司 2012 年第一季度的业绩。美国投资者如欲参与本次电话会议，请拨打(877) 

941-2068；香港以外的国际投资者可拨打(1-480) 629-9712。香港投资者则可拨打本地电话号码 

(852) 3009-5027，并向接线生提供本次电话会议的编号 4533400，同时请提早 10 分钟拨打上述

电话号码，以确保在会议开始时所有参与者均已联机。有关的电话会议也将于环球资源企业

网站作网上现场直播，详情请浏览 http://www.investor.globalsources.com。 

 

本次电话会议的网上广播将于环球资源企业网站转载至少 30 天，以供未能参与本次电话会议

者收听。有兴趣人士也可由电话会议进行当日至 2012 年 5 月 24 日期间收听本次电话会议之回

放。如欲收听有关电话会议回放，请拨打(800) 406-7325，或美国以外地区请拨打(1-303) 

590-3030，并输入密码 4533400。香港投资者则可拨打本地电话号码 (852) 3056-2777，并输入

密码 4533400。 

 

环球资源 

 

环球资源是一家领先业界的多渠道 B2B 媒体公司，致力于促进大中华地区的对外贸易。 

 

公司的核心业务是通过一系列英文媒体，包括网站 (http://www.globalsources.com)、印刷及电

子杂志、采购资讯报告、“买家专场采购会”、贸易展览会及“在线展会”，促进亚洲各国

的出口贸易。 

 

超过 118 万名国际买家、当中包括 85 家来自全球百强零售商，使用环球资源提供的服务了解

供应商及产品的资料，帮助他们在复杂的供应市场进行高效采购。另一方面，供应商借助环

球资源提供的整合出口推广服务，提升公司形象、获得销售查询，赢得来自逾 240 个国家及地

区的买家订单。 

http://www.investor.globalsources.com/
http://www.globalsource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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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资源也通过一系列中文媒体协助海内外企业在大中华地区行销，当中包括网站、印刷及

电子杂志、研讨会及贸易展览会。环球资源在中国设有超过 40 个办事机构，公司的中文媒体

拥有逾 400 万名网上注册用户及杂志读者。 

 

环球资源于 2000 年在美国纳斯达克股票市场公开上市，如今已经成功迈向第 5 个十年。 

 

消息来源  环球资源 Global 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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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新闻 - 财务报告新闻案例 

中国石化公布 2012 年第一季度业绩 

北京 2012 年 4 月 26 日电 /美通社/ --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石化”或“本

公司”）（CH：600028；HKEX：386；NYSE: SNP；LSE: SNP）今日公布截至 2012 年 3 月

31 日止未经审计之一季度业绩。 
 
业绩要点： 
 

• 按照中国企业会计准则，2012 年第一季度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6,713.65 亿元，同比

增长 14%。归属于本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人民币 128.29 亿元，同比下降 37.42%，基

本每股收益为人民币 0.148 元。按照国际财务报告准则，2012 年第一季实现营业额、

其他经营收入及其他收入人民币 6,713.65 亿元，同比增加 14%。第一季度本公司实

现经营收益人民币 218.10 亿元，本公司实现股东应占利润为人民币 134.06 亿元，同

比下降 35.04%，每股净利润为人民币 0.154 元。 
• 公司一体化业务中，勘探及开发业务经营收益大幅增长，营销及分销业务经营收益

保持稳定。但由于受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境内对成品油价格从紧控制，炼油业

务继续出现巨额亏损，同时受化工原料价格上涨和全球化工产品价格低迷因素的影

响，化工业务盈利下降。尽管炼油业务出现巨额亏损，为保障市场供应，公司满负

荷生产，为消费者和农业用户提供了高品质的油品和服务。 
 
经营要点： 
 

• 勘探及开发业务板块，原油和天然气产量稳定增长，原油产量 81.53 百万桶，同比增

长 4.47%，天然气产量 1,431.80 亿立方英尺，同比增长 11.77%。 
• 炼油业务板块，原油加工量 5,541.04 万吨，同比增长 2.13%，成品油产量 3,286.76 万

吨，同比增长 5.01%。 
• 营销及分销业务板块，境内成品油经销量 3,826.5 万吨，同比增长 3.20%，其中零售

量 2,618.50 万吨，同比增长 8.40%。 
• 化工业务板块，一季度本公司乙烯和合成树脂产量分别为 245.51 万吨和 343.16 万吨，

同比分别下降 3.86%和 2.14%。 
• 2012 年第一季度资本支出约为人民币 183.88 亿元。 

 
2012 年一季度，国内经济增速放缓，GDP 同比增长 8.1%。受地缘政治等多种因素影响，国际

原油价格大幅攀升，并创金融危机以来新高，境内成品油和化工产品需求保持增长，但增幅

放缓。本公司采取多项措施，优化产品结构，积极拓展市场，努力做大总量，注重安全生产

与节能降耗，油气产量、原油加工量、成品油经销量均实现较稳定增长。但由于境内对成品

油价格从紧控制的影响，炼油板块继续出现巨额亏损，同时受石脑油等化工原料价格上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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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工产品价格低迷影响，化工业务盈利下降。一季度本公司实现经营收益人民币 218.10
亿元，归属于本公司股东净利润人民币 134.06 亿元，同比分别下降 28.99%和 35.04%。 
 
业绩回顾 
 
勘探及开采业务 
 
中国石化在第一季度努力增产原油和天然气。元坝陆相中浅层勘探和致密油藏等非常规油气

勘探进展顺利。在国内开展了塔里木盆地、四川盆地、鄂尔多斯盆地、胜利油田、非常规领

域五大会战，大湾、元坝区块产能建设工程稳步推进。一季度本公司原油和天然气产量稳定

增长，原油产量 81.53 百万桶，同比增长 4.47%，天然气产量 1,431.8 亿立方英尺，同比增长

11.77%。一季度勘探及开采板块实现经营收益人民币 195.51 亿元，同比增长 48.75%。 
 
炼油业务 
 
优化原油采购、运输和配置，保持炼油装置高负荷和安全平稳运行，保障春耕、春种农业用

油。一季度本公司原油加工量 5,541.04 万吨，同比增长 2.13%，成品油产量 3,286.76 万吨，同

比增长 5.01%。由于国际原油价格大幅攀升，并创金融危机以来新高，境内对成品油价格从紧

控制，为了保障成品油市场供应，本公司炼油装置满负荷运转，致使炼油业务出现了严重经

营亏损达人民币 91.72 亿元。 
 
营销及分销业务 
 
加强资源调运，保障春耕、春种农业用油。发挥系统管理、营销网络、品牌价值等优势，创

新非油品业务商业模式。一季度本公司境内成品油经销量 3,826.50 万吨，同比增长 3.20%，其

中零售量 2,618.50 万吨，同比增长 8.40%。一季度营销和分销板块经营收益人民币 102.77 亿元，

同比增长 12.15%。 
 
化工业务 
 
以市场为导向，以效益为中心，积极调整装置负荷、原料和产品结构，增产功能化和高附加

值产品。一季度本公司乙烯和合成树脂产量分别为 245.51 万吨和 343.16 万吨，同比分别下降

3.86%和 2.14%。受石脑油等化工原料价格上涨和全球化工产品价格低迷等因素影响，一季度

化工板块实现经营收益人民币 13.09 亿元，同比下降 85.94%。 
 
资本支出 
 
第一季度资本支出约人民币 183.88 亿元。勘探及开采板块资本支出人民币 63.12 亿元，主要用

于胜利滩海油田、西北塔河油田、鄂尔多斯油气田、四川盆地气田勘探开发以及山东 LNG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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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建设。炼油板块资本支出人民币 28.64 亿元，主要用于柴油质量升级项目，上海石化、金

陵等炼油改造以及黄岛-岚山原油管道等项目建设。化工板块资本支出人民币 25.57 亿元，主

要用于武汉 80 万吨/年乙烯、燕山丁基橡胶、仪化 1,4 丁二醇等项目建设。营销及分销板块资

本支出人民币 63.40 亿元，主要用于高速公路、中心城市、新规划区域以及区外加油（气）站

建设和收购，以及成品油管道及油库建设，推进非油品业务和加油卡增值业务配套建设，发

展加油（气）站 380 座。总部科研信息及其他资本支出人民币 3.15 亿元，重点用于科研装置

及信息化项目建设。 
 

第一季度主要生产经营情况 

生产经营数据 单位 
截至 3 月 31 日止 3 个月期间 同比变动 

(%) 2012 年 2011 年 

勘探及开采 

原油产量(注 1) 百万桶 81.53 78.04 4.47

其中：中国 百万桶 75.78 74.52 1.69

非洲 百万桶 5.75 3.52 63.35

天然气产量 十亿立方英尺 143.18 128.10 11.77

原油实现价格 美元/桶 106.10 85.72 23.78

天然气实现价格 美元/千立方

英尺 
5.64 5.46 3.30

炼油（注 4） 

原油加工量 万吨 5,541.04 5,425.60 2.13

汽煤柴产量 万吨 3,286.76 3,130.06 5.01

其中：  汽油 万吨 965.30 901.37 7.09

 柴油 万吨 1,963.52 1,902.61 3.20

 煤油 万吨 357.94 326.08 9.77

化工轻油产量 万吨 925.69 954.95 (3.06)

轻油收率 % 76.71 76.10 0.61 个百分点

综合商品率 % 94.99 95.12 -0.13 个百分点

营销及分销 

成品油总经销量 万吨 4,135.01 3,964.48 4.30

境内成品油总经销量 万吨 3,826.50 3,708.56 3.20

其中：  零售量 万吨 2,618.50 2,416.29 8.40

 直销量 万吨 808.50 807.06 0.20

 批发量 万吨 399.50 485.22 (17.67)

境内加油站总数（注 2） 座 30,351 30,121 0.76

其中：  自营加油站 座 30,338 30,106 0.77

 特许经营加油站 座 13 15 (13.33)

境内自营加油站单站加油量

(注 3) 

吨/座 3,450 3,330 3.60

化工（注 4） 

乙烯产量 万吨 245.51 255.37 (3.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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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成树脂产量 万吨 343.16 350.66 (2.14)

合成橡胶产量 万吨 24.26 26.91 (9.84)

合纤单体及聚合物 万吨 233.28 236.89 (1.52)

合成纤维 万吨 33.78 35.16 (3.92)

 

注 1：包含 SSI 公司 100％产量；中国原油按 1吨=7.1 桶，天然气按 1立方米=35.31 立方英尺

换算，非洲原油按 1 吨=7.27 桶换算。 

注 2：2011 年加油站数量为年末数量； 

注 3：单站加油量为折合年平均数； 

注 4：包括合资公司 100%的产量。 

 

 

附录： 

 

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按中国企业会计准则编制的财务数据和指标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期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期末增减（％） 

总资产(人民币百万元) 1,197,263 1,130,053 5.95

上市公司股东所有者权

益（股东权益） 

(人民币百万元) 

489,103 474,399 3.10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每股净资产 

(人民币元) 

5.634 5.472 2.96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 
比上年同期增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人民币百万元) 

(30,916) 不适用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 

(人民币元) 

(0.356) 不适用

 报告期 
年初至报 

告期末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人民币百万元) 

12,829 12,829 20,501 (37.42)

基本每股收益(人民币

元) 
0.148 0.148 0.236 (37.29)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基本每股收益(人民币

元) 

0.148 0.148 0.237 (37.55)

稀释每股收益(人民币 0.147 0.147 0.234 (3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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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2.66 2.66 4.73 (2.07)个百分点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2.67 2.67 4.74 (2.07)个百分点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 
截至 2012 年 3 月 31 日止 3 个月期间 

（收入）/支出 (人民币百万元) 

处置非流动资产支出 2 

捐赠支出 42 

持有和处置各项投资的收益 (7) 

其他各项非经常性收入和支

出净额 
40 

小计 77 

相应税项调整  (19) 

合计 58 

其中：影响上市公司股东净

利润的非经常损益 
54 

影响少数股东净利润的非经

常损益 
4 

 

 

按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编制的财务数据和指标 

 于 2012 年 3 月 31 日 于 2011 年 12 月 31 日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期末增减（％）

总资产(人民币百万

元) 
1,209,480 1,144,528 5.68

本公司股东应占权

益 

(人民币百万元) 

486,856 472,328 3.08

每股净资产(人民币

元) 
5.608 5.448 2.94

调整后的每股净资

产 

(人民币元) 

5.496 5.339 2.94

 
截至 2012年 3月 31日

止 3 个月期间 

截至 2011年 3月 31日

止 3 个月期间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经营活动所得现金

净额 (人民币百万

元) 

(30,970) 13,004 不适用

本公司股东应占利

润 

(人民币百万元) 

13,406 20,637 (35.04)

每股基本净利润(人 0.154 0.238 (3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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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币元) 

每股摊薄净利润(人

民币元) 
0.153 0.236 (35.17)

净资产收益率 (%) 2.75 4.65 (1.90)个百分点

 

公司简介： 
 
中国石化是中国 大的一体化能源化工公司之一，主要从事石油与天然气勘探开采、管道运

输、销售；石油炼制、石油化工、化纤、化肥及其它化工生产与产品销售、储运；石油、天

然气、石油产品、石油化工及其它化工产品和其它商品、技术的进出口、代理进出口业务；

技术、信息的研究、开发、应用。 
 
中国石化秉承发展企业、贡献国家、回报股东、服务社会、造福员工的企业宗旨，执行资源

战略、市场战略、一体化战略、国际化战略、差异化战略以及绿色低碳发展战略，努力实现

建设世界一流能源化工公司的企业愿景。 
 
前瞻性陈述免责声明： 
 
本新闻稿包括“前瞻性陈述”。除历史事实陈述外，所有本公司预计或期待未来可能或即将

发生的业务活动、事件或发展动态的陈述(包括但不限于预测、目标、储量及其他预估及经营

计划)都属于前瞻性陈述。受诸多可变因素的影响，未来的实际结果或发展趋势可能会与这些

前瞻性陈述出现重大差异。这些可变因素包括但不限于：价格波动、实际需求、汇率变动、

勘探开发结果、储量评估、市场份额、工业竞争、环境风险、法律、财政和监管变化、国际

经济和金融市场条件、政治风险、项目延期、项目审批、成本估算及其它非本公司可控制的

风险和因素。本公司并声明，本公司今后没有义务或责任对今日做出的任何前瞻性陈述进行

更新。 
 
投资者热线： 
 

媒体热线： 

北京  
电话：(86 10) 5996 0028 电话：(86 10) 5996 0028 
传真：(86 10) 5996 0386 传真：(8610) 5996 0386 
电子邮箱：ir@sinopec.com 电子邮箱：media@sinopec.com 

  
香港  
电话：(852) 2824 2638    电话：(852) 3512 5000 
传真：(852) 2824 3669  传真：(852) 2259 9008 
电子邮箱：ir@sinopechk.com 电子邮箱：sinopec@brunswickgroup.com  

 
消息来源  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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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新闻 - 财务报告新闻案例 

 

完美世界公布 2012 年第一季度未经审计财务业绩 

北京 2012 年 5 月 30 日电 /美通社/ -- 完美世界有限责任公司（Nasdaq: PWRD）（以下简称“完

美世界”或“公司”），一家总部位于中国的领先的网络游戏开发商和运营商，今天公布其

截至 2012 年 3 月 31 日止的第一季度未经审计财务业绩。 
 

2012 年第一季度业绩表现摘要[1] 

 

• 本季度营业收入为 718.5 百万元人民币（114.1 百万美元），上季度为 776.4 百万元人

民币，去年同期为 718.5 百万元人民币。 
• 本季度毛利为 591.4 百万元人民币（93.9 百万美元），上季度为 639.3 百万元人民币，

去年同期为 610.6 百万元人民币。 
• 本 季度营业利润为 234.8 百万元人民币（37.3 百万美元），上季度为 220.2 百万元人

民币，去年同期为 288.9 百万元人民币。本季度非美国公认会计 准则营业利润[2]为
256.6 百万元人民币（40.7 百万美元），上季度为 244.0 百万元人民币，去年同期为

314.6 百万元人民币。 
• 本 季度归属于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209.8 百万元人民币（33.3 百万美元），上季度为

260.0 百万元人民币，去年同期为 263.7 百万元人民币。本季度非美国公认会计准则

归属于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为 231.6 百万元人民币（36.8 百万美元），上季度为 283.9
百万元人民币，去年同期为 289.5 百万元人民币。 

• 本季度每股美国存托股票[3]基本及摊薄净收益分别为 4.52 元人民币（0.72 美元）和

4.38 元人民币（0.69 美元），上季度分别为 5.65 元人民币和 5.45 元人民币，去年同

期分别为 5.25 元人民币和 4.99 元人民币。本季度非美国公认会计准则每股美国存托

股票基本及摊薄净收益[2]分别为 4.99 元人民币（0.79 美元）和 4.83 元人民币（0.77
美元），上季度分别为 6.17 元人民币和 5.94 元人民币，去年同期分别为 5.76 元人民 
币和 5.48 元人民币。 

 

[1] 

  

此新闻稿中所列美元数字仅为方便读者所需，但那些实际以美元结算的交易金额除

外。本报告中采用的人民币对美元的兑换汇率以 2012 年 3 月 30 日由纽 约联邦储备银

行按海关用途核准的纽约市午间电汇买入汇率为准：6.2975 元人民币兑换 1.00 美元。

本新闻稿中的百分比在人民币基础上计算得出。 
  

[2] 

  

本新闻稿中提供的非美国公认会计准则营业利润、非美国公认会计准则归属于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和非美国公认会计准则每股美国存托股票净收益，分别由营业 利润、归属

于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和每股美国存托股票净收益扣除期权奖励计划费用后所得。请参

见本新闻稿 后列明的“非美国公认会计准则财务指标”和“美国公 认会计准则和非

美国公认会计准则合并损益调节表”。 

http://www.pwr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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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每股美国存托股票代表 5 股普通股。 
  

“我们非常高兴向大家公布我们第一季度的业绩，”完美世界董事长兼 CEO 池宇峰先生说，

“在第一季度中我们放缓了一些促销活动，但本季度的业绩仍在我们之前预期的业绩范围之

内，公司备受欢迎的《完美世界国际版》和《神魔大陆》等数款现有游戏持续表现出色。” 
 
“拥有多元而又丰富深广的游戏产品组合和产品线是我们的重要优势之一。在第一季度中，

我们继续专注于丰富我们多元化的游戏产品线。我们正在开发数款 MMORPG，其中包括备受

期待的《笑傲江湖》和《圣斗士星矢 Online》，同时我们也在开发网页游戏等其他不同类型的

游戏。公司产品线中的两款武侠 MMORPG，《倚天屠龙记》和《神雕侠侣》(曾用名为《梦

幻神雕侠侣》)预计将于今年下半年推出。我们相信这两款改编自金庸先生同名武侠巨著的游

戏将为铁杆武侠迷以及游戏玩家带来崭新的娱乐体验。此外，本季度我们继续对我们产品组

合中的一些现有游戏进行内容更新，以保持现有游戏的健康生命周期和可持续发展。” 
 
“除了我们的游戏产品组合和产品线，公司卓有成效的全球化战略也是我们的另一个突出优

势。我们在中国及海外的多个子公司及专业化的游戏工作室继续在全球范围内加强我们强大

的自主研发实力。我们新收购的美国工作室 Cryptic Studios, Inc. (以下简称‘Cryptic Studios’)
正在研发备受期待的《Neverwinter》以及其他新项目，为我们带来更多世界一流的游戏作品。

同时，由我们的子公司及合作伙伴构成的全球网络，使我们的全球运营实力进一步增强。” 
 
“基于我们多元化的产品组合及产品线、强大且具创新力的全球研发团队以及庞大的全球运

营网络，我们将继续发展公司的业务以满足玩家日益提升的需求并继续为股东创造长期价

值。” 
 
完美世界首席财务官刘永基先生补充道：“第一季度营业收入在我们此前预期的业绩范围之

内。本季度我们为即将推出的新游戏加大了相关准备工作的力度，并更专注于进一步增强现

有游戏的内容以保持其健康的生命周期，从而第一季度收入略低于上季度。此外，由于玩家

在中国春节期间游戏时间减少并且我们在本季度中没有推出主要的新游戏，我们相应减缓了

促销活动，从而导致了本季度销售和市场费用的减少。” 
 
完美世界有限责任公司，一家总部位于中国的领先的网络游戏开发商和运营商，今天公布其

截至 2012 年 3 月 31 日止的第一季度未经审计财务业绩。基于目前的运营状况，公司预计 2012
年第二季度的营业收入大致在 647 百万元人民币到 683 百万元人民币之间。 
 
“尽管第一季度是我们在一些海外市场的游戏内收费活动相对的淡季，但得益于我们成功的

全球化战略，我们在中国网络游戏出口市场中仍然保持着领先地位。我们的海外运营和海外

授权收入之和超过公司营业收入总额的四分之一，海外业务覆盖全球 100 多个国家和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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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海外子公司的业务在第一季度中持续发展。近期，我们在北美推出了由领先的美国游

戏开发商 Zombie Studios, Inc. 研发的第一人称射击游戏《Blacklight Retribution》，并在欧洲推

出了该游戏的法语版和德语版，此游戏采用道具收费模式。我们还在欧洲推出了由公司旗下

著名开发团队 Cryptic Studios 研发的精品科幻 MMORPG《Star Trek Online》的法语版和德语

版。此外，本季度海外授权业务也取得了良好进展，公司签订了新的海外授权代理协议并通

过海外的合作伙伴推出了数款游戏产品。” 
 
“基于我们对公司现状及前景的信心，我们于 2012 年 4 月向股东发放了约为九千八百万美元

的现金股利以感谢股东们对我们的支持。我们将继续坚定不移地履行为股东创造价值的承诺，

不断拓展公司业务。” 
 
2012 年第一季度财务业绩 
 
营业收入 
 
本季度营业收入为 718.5 百万元人民币（114.1 百万美元），上季度为 776.4 百万元人民币，去

年同期为 718.5 百万元人民币。 
 
本季度在线游戏营业收入（包括国内及海外在线游戏营业收入）为 665.1 百万元人民币（105.6
百万美元），上季度为 706.9 百万元人民币，去年同期为 646.2 百万元人民币。海外运营方面，

第一季度为公司游戏内收费活动相对的淡季。在国内，公司在本季度中没有推出主要的新游

戏，主要专注于即将推出的新游戏的相关准备工作及进一步增强公司现有游戏的游戏内容以

延长其生命周期。 
 
本季度在中国大陆运营游戏的平均同时在线用户（ACU）的数量约为 804,000，上季度为

873,000，去年同期为 905,000。ACU 较上季度的下降主要是由于本季度在用户量方面不利的

季节性因素所致。 
 
本季度授权收入为 49.2 百万元人民币（7.8 百万美元），上季度为 65.6 百万元人民币，去年同

期为 63.6 百万元人民币。授权收入较上季度的下降主要是由于与上季度相比公司在海外市场

推出了较少的新游戏。 
 
其他收入为 4.2 百万元人民币（0.7 百万美元），上季度为 3.9 百万元人民币，去年同期为 8.7
百万元人民币。 
 
营业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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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季度营业成本为 127.1 百万元人民币（20.2 百万美元），上季度为 137.1 百万元人民币，去

年同期为 107.9 百万元人民币。营业成本较上季度的下降主要是由于服务器折旧费用和人力成

本的减少所致。 
 
毛利及毛利率 
 
本季度毛利为 591.4 百万元人民币（93.9 百万美元），上季度为 639.3 百万元人民币，去年同

期为 610.6 百万元人民币。本季度毛利率为 82.3%，上季度毛利率为 82.3%，去年同期毛利率

为 85.0%。 
 
营业费用 
 
本季度营业费用为 356.6 百万元人民币（56.6 百万美元），上季度为 419.1 百万元人民币，去

年同期为 321.7 百万元人民币。营业费用较上季度的下降主要源于本季度研发费用、销售和市

场费用以及管理费用的下降。 
 
本季度研发费用为 179.4 百万元人民币（28.5 百万美元），上季度为 186.5 百万元人民币，去

年同期为 146.3 百万元人民币。研发费用较上季度的下降主要是由于人力成本的减少所致。 
 
本季度销售和市场费用为 101.4 百万元人民币（16.1 百万美元），上季度为 142.0 百万元人民

币，去年同期为 103.7 百万元人民币。销售和市场费用较上季度的下降主要是由于广告和促销

费用的减少。公司在本季度中没有推出主要的新游戏，主要专注于即将推出的新游戏的相关

准备工作以及对现有游戏内容的进一步增强，从而相应放缓了游戏促销活动。 
 
本季度管理费用为 75.8 百万元人民币（12.0 百万美元），上季度为 90.6 百万元人民币，去年

同期为 71.7 百万元人民币。管理费用较上季度的下降主要由于人力成本的减少。上季度的管

理费用中计入了特别年终奖金。 
 
营业利润 
 
本季度营业利润为 234.8 百万元人民币（37.3 百万美元），上季度为 220.2 百万元人民币，去

年同期为 288.9 百万元人民币。本季度非美国公认会计准则营业利润为 256.6 百万元人民币

（40.7 百万美元），上季度为 244.0 百万元人民币，去年同期为 314.6 百万元人民币。 
 
其他收益合计 
 
本季度其他收益合计为 21.0 百万元人民币（3.3 百万美元），上季度为 49.0 百万元人民币，去

年同期为 10.1 百万元人民币。其他收益合计较上季度的减少主要源于政府补贴收入的减少和

本季度已实现的汇兑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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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税费用 
 

本季度所得税费用为 47.8 百万元人民币（7.6 百万美元），上季度为 10.7 百万元人民币，去年

同期为 33.7 百万元人民币。公司某些所控实体符合软件企业资质，此前曾享受免征企业所得

税，从 2012 年开始在中国享受企业所得税减免 50%的优惠。 
 
归属于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本季度归属于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209.8 百万元人民币（33.3 百万美元），上季度为 260.0 百

万元人民币，去年同期为 263.7 百万元人民币。本季度非美国公认会计准则归属于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为 231.6 百万元人民币（36.8 百万美元），上季度为 283.9 百万元人民币，去年同期为

289.5 百万元人民币。 
 
本季度每股美国存托股票基本及摊薄净收益分别为 4.52 元人民币（0.72 美元）和 4.38 元人民

币（0.69 美元），上季度分别为 5.65 元人民币和 5.45 元人民币，去年同期分别为 5.25 元人民

币和 4.99 元人民币。本季度非美国公认会计准则每股美国存托股票基本及摊薄净收益分别为

4.99 元人民币（0.79 美元）和 4.83 元人民币（0.77 美元），上季度分别为 6.17 元人民币和 5.94
元人民币，去年同期分别为 5.76 元人民币和 5.48 元人民币。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 
 
截至 2012 年 3 月 31 日止，公司的现金及现金等价物总值为 14 亿元人民币（221.5 百万美元）。

截至 2011 年 12 月 31 日止，公司的现金及现金等价物总值为 22 亿元人民币。现金及现金等价

物的减少主要是由于公司对于某些结构性存款的短期投资所致。 
 
业务展望 
 
基于公司目前的运营状况，公司预计 2012 年第二季度的营业收入大致在 647 百万元人民币到

683 百万元人民币之间。这一预计区间较本季度收入有所下降。作为正常产品周期中的一个必

经阶段，公司计划在第二季度继续专注于即将推出的新游戏的准备工作以及进一步增强公司

游戏产品组合中的游戏内容以提高现有游戏的生命周期以及巩固公司长期的持续性成长。 
 
非美国公认会计准则财务指标 
 
为了补充按照美国公认会计准则准备的财务指标，本新闻稿提供非美国公认会计准则营业利

润、非美国公认会计准则归属于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和非美国公认会计准则每股美国存托股票

净收益，这些指标分别由营业利润、归属于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和每股美国存托股票净收益扣

除期权奖励计划费用后所得。公司认为以上这些非美国公认会计准则财务指标对于投资者理



 

- 231 - 
新闻稿写作案例书 
- 主题写作案例 

解公司的运营和财务表现、一致性地比较不同报表期间的经营趋势以及了解公司的核心运营

成果非常重要，因为这些非美国公认会计准则财务指标中扣除了某些不期望会导致现金支出

的费用。上述非美国公认会计准则财务指标的使用存在一些限制。期权奖励计划费用已经产

生并且还会再发生，但是没有在使用非美国公认会计准则财务指标时得到体现。在整体评估

我们公司绩效时应该考虑到这项费用。没有任何一个非美国公认会计准则财务指标体现了按

照美国公认会计准则计算的归属于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营业利润、经营绩效或流动性指标。

为弥补上述限制，我们在把非美国公认会计准则财务指标调节到与其 接近的美国公认会计

准则财务指标时披露了相关的期权奖励计划费用，这些费用应在评估我们公司绩效时予以考

虑。上述非美国公认会计准则财务指标应被视为对美国公认会计准则财务指标的附加，而不

是替代或重要性超过按照美国公认会计准则准备的财务指标。本新闻稿 后列明如何将上述

非美国公认会计准则财务指标调节成与其 接近的美国公认会计准则财务指标。 
 

电话会议 
 
完美世界将于美国东部时间 2012 年 5 月 29 日星期二晚 9 时（北京时间 5 月 30 日星期三早 9
时）召开电话会议及网上直播会议，通报公司的财务和经营状况。 
 
参与电话会议实况的电话号码如下： 
 

-美国用户请拨打免费电话 1-866-519-4004 
-国际用户请拨打 +65-6723-9381 
-中国大陆用户请拨打免费电话 800-819-0121 
-香港地区用户请拨打免费电话 80-093-0346 
-英国用户请拨打免费电话 080-8234-6646 
-会议接入口令： PWRD 
  

 

用户也可在完美世界网站（http://www.pwrd.com）投资者关系栏目在线收听会议实况或会议回

放。 
 
电话会议回放将于电话会议结束后 2 小时开始提供，并保留至美国东部时间 2012 年 6 月 5 日

晚 11:59。 
 
拨入收听的电话号码如下： 
 

-美国用户请拨打免费电话 1-866-214-5335 
-国际用户请拨打 +61-2-8235-5000 
-会议接入口令： 82164777 
  

 
完美世界有限责任公司简介 (http://www.pwrd.com)。 

http://www.pwrd.com/
http://www.pwr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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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美世界有限责任公司 （NASDAQ: PWRD）是一家总部位于中国的领先的网络游戏开发商和

运营商。完美世界主要基于自主研发的游戏引擎和游戏开发平台开发网络游戏。完美世界强

大的技术能力及富有创意的游戏设计能力，加之对游戏市场的深刻理解和丰富经验，使公司

能够不断迅速推出广受大众欢迎的游戏，以迎合日益变化的用户需求及市场发展。完美世界

目前自主开发的网络游戏包括大型多人网络角色扮演游戏：《完美世界》、《武林外传》、

《完美世界国际版》、《诛仙》、《赤壁》、《口袋西游》、《神鬼 传奇》、《梦幻诛仙》、

《神魔大陆》、《降龙之剑》、《神鬼世界》和《倚天屠龙记》，一款休闲类网络游戏《热

舞派对》，以及数款网页游戏和社交游戏。完美世界目前的大部分收益来自中国国内市场，

同时还通过子公司在北美洲、欧洲和日本运营游戏。完美世界还将游戏授权至包括亚洲、拉

丁美洲、澳大利亚、新西兰和俄罗斯联邦及其它俄语地区的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游戏运营

商。完美世界将不断开拓新的商业模式以致力于股东价值的 大化。 
 
安全港声明 
 
本新闻发布稿包含了前瞻性声明。这些声明构成 1995 年《私人证券诉讼改革法案》项下的前

瞻性声明。这些前瞻性声明可能用一些措辞来识别，例如“将”、“期望”、“预期”、“未

来”、“打算”、“计划”、“相信”、“估计”和类似声明。除了其他部分，引述管理层

的话语和“业务展望”部分包含了前瞻性声明。这类声明含有一定的可能导致实际结果和前

瞻性声明产生巨大差别的风险和不确定因素。潜在的风险和不确定因素包括，但不限于，我

们有限的运营历史，我们开发和运营商业上成功的新游戏的能力，网络游戏市场的成长和在

中国以及其他地方对我们游戏和游戏内物品的持续市场接受度，我们保护自身知识产权的能

力，我们应对竞争压力的能力，我们维持有效的财务报告内部控制系统的能力，中国监管环

境的变化以及中国和/或其他地方的经济放缓。关于这些和其他风险的进一步信息包含在完美

世界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的文件（包括年报 20-F）中。所有于本新闻稿和附件中提供

的信息截至 2012 年 5 月 29 日止，除非适用法律另有要求，完美世界并不承担因任何新信息、

未来事件或其他原因而更新任何前瞻性声明的义务。 
 
查看完整的完美世界 2012 年第一季度未经审计财务业绩，包括未经审计合并资产负债表、未

经审计合并利润表和美国公认会计准则与非美国公认会计准则合并损益调节表，请点击链

接：http://www.prnasia.com/sa/attachment/2012/05/2012052917360192184.pdf 。 
 
消息来源  完美世界有限责任公司 
 

http://www.prnasia.com/sa/attachment/2012/05/2012052917360192184.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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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新闻 - 非营利组织相关新闻案例 

上海美国商会宣布第七届企业社会责任奖得主 

陶氏化学、英特尔、毕马威和阿特拉斯•科普柯荣获第七届上海美国商会年度企业社会责任各

大奖项 
 
上海 2012 年 3 月 8 日电 /美通社/ -- 上海美国商会昨天举行了第七届年度企业社会责任颁奖典

礼，宣布了 2012 企业社会责任各奖项的得主。颁奖典礼在上海波特曼丽思卡尔顿酒店举行。 
 
在颁奖典礼上，上海美国商会为陶氏化学颁发了今年度的企业社会责任领导力奖，以表彰其

在企业社会责任整体工作中所做出的杰出贡献以及所发挥的先驱和领导力作用。此外，上海

美国商会还表彰了企业与非政府组织之间具有示范性的合作伙伴项目，以及致力于在公司内

部促进社会责任事业发展、在企业与所服务社区间建立纽带等方面做出卓越贡献的个人。 
 
商会今年新设两个奖项 -- 企业社会责任创新实践奖及企业社区参与奖，旨在表彰能够利用自

身资源，通过创新方式解决复杂社会与环境问题的典范企业，以及在企业社区志愿活动方面

卓有成效的企业。 
 
上海美国商会 2012 企业社会责任各奖项的得主是： 
 

• 企业社会责任领导力奖：陶氏化学（中国）有限公司 
• 企业社会责任创新实践奖：英特尔中国有限公司 
• 企业社区参与奖：毕马威（中国）有限公司 
• 合作伙伴奖：阿特拉斯.科普柯 -- 国际计划（中国） 
• 企业社会责任践行者奖：强生（中国）医疗器材有限公司高级企业传讯经理华莹女

士 
 
2012 年的获奖公司和个人是从 60 多名颇具实力的候选提名名单中严格甄选而出，他们在社会

责任各领域卓有建树。本届奖项评审组采用了严谨的评估框架，参考了国际认可的 ISO 26000
（国际标准化组织社会责任指南标准）来指导整个评审过程。 
 
上海美国商会主席季瑞达 (Kenneth Jarrett) 先生对获奖者表示热烈的祝贺。他说道：“通过对

杰出的企业社会责任项目及个人的表彰，我们不仅希望认可这些企业和个人所付出的宝贵努

力，而且希望他们能够为其他计划开展社会责任项目的企业及机构提供良好的典范。我们希

望今天的获奖者能够激发其他公司利用自身资源找到开展企业社会责任活动的创新方式，并

增强社会各界对企业与非营利机构间合作项目以及社区参与活动所产生影响力的认识。” 
 
陶氏大中华区总裁石博韬 (Peter Sykes) 先生发表感言说：“我们非常荣幸能够获得这一殊荣，

非常感谢上海美国商会给予陶氏的认可。大中华区已成为陶氏在全球的第二大国际市场，我

http://www.amcham-shanghai.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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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在 这里坚定不移地践行着自己的社会责任。我们将继续努力，以实际行动造福于人 -- 帮助

中国相关产业改善环境、健康与安全方面的状况、在小学开设可持续发展教育课程、为需要

帮助的人们建设家园以及为受灾民众提供紧急救援等。” 
 
本届奖项评审团主席、BDC China Holdings 总裁兼上海美国商会前主席 Eric Fielder 先生表示：

“这次评审中，我们看到了目前在中国开展的企业社会责任项目的质量和深度，这令评审组

印象非常深刻。企业责任的整体概念正在广泛传播且日趋成熟，我们本次评审过程中看到的

诸多富有创新的项目就足以表明这一点。” 
 
为鼓励广泛参与和来自不同方面的提名，上海美国商会不仅接受会员企业的提名，而且非常

欢迎在企业社会责任活动领域表现优秀的非会员企业及非营利机构的提名。 
 
包括政府官员、公共私营和非营利领域的专家与学者及企业代表在内的一百多名与会者参加

了该颁奖典礼。 
 
关于上海美国商会： 
 
上海美国商会，被称为在华“美国商业之声”，是亚太地区规模 大且发展 快的美国商会。

上海美国商会成立于 1915 年，是第三家设立于美国境外的美国商会。作为一个非盈利，无党

派的商业组织，美国商会上海秉承自由贸易，开放市场，私营企业和无限制的信息流通的原

则。 
 
欲了解更多有关美国商会上海的信息，请访问 www.amcham-shanghai.org。 
 
上海美国商会企业社会责任奖 
 
上海美国商会年度企业社会责任奖历时已七年，该奖项旨在表彰中国杰出的企业公民，以及

在社会责任领域卓有建树及富有创新的企业。上海美国商会旨在通过对这些企业和机构的表

彰，促进企业社会责任事业的发展，并为其他企业和机构提供良好的典范。 
 
消息来源  上海美国商会 
 

http://www.amcham-shanghai.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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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新闻 - 非营利组织相关新闻案例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将于里约峰会召开前期访华 

北京 2012 年 5 月 2 日电 /美通社/ --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联合国发展集团主席海伦•克拉克

女士将于 5 月 16 日至 19 日访华。届时，克拉克女士将与中国国家领导人和高层政府官员举行

会晤，共商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与中国政府的未来合作事宜，并着重讨论即将于今年六月在巴

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大会（里约+20 峰会）。里约峰会将是联合国历史上

重大的活动，为世界各国探讨通向更加安全、公平的可持续发展之路提供了一个历史机遇。 

 

访华期间，克拉克女士将出席一系列高层会议与对话，并与企业界举行会谈，探讨联合国开

发计划署为中国发展提供支持的诸多方面，包括推动企业可持续发展、促进“绿色”就业、

提升“绿色”科技与创新以及加强国际合作机制。克拉克女士作为当代全球 有影响力的领

导者之一，将于访华期间与媒体见面，旨在呼吁更多的媒体和公众关注里约峰会，共同寻求

推动可持续发展的有效途径。 

 

克拉克女士曾担任新西兰国家总理，并在发展领域同中国建立了长期紧密的合作伙伴关系。

在其担任新西兰国家总理期间，克拉克女士推动新西兰在诸多方面率先与中国展开合作。2008

年，新西兰成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中首批与中国签订完全自由贸易条约的国家之一。 

 

消息来源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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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明康德痛失独立董事王湛生 

上海 2007 年 12 月 30 日电 /美通社/ -- 中国领先的医药研发外包服务供应商 -- 药明康德（NYSE: 

WX）今日沉痛宣布它的独立董事之一、百度首席财务官王湛生先生于 12 月 27 日休假期间，

不幸遭遇意外逝世。 

 

王湛生先生于 2007 年 7 月受聘担任药明康德独立董事，时值公司筹备在纽约证券交易所首次

发行上市。在王湛生的短暂任期内，作为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主席，他为公司管理层在财务报

告、《萨班斯法案》的履行以及投资者关系等许多方面提供咨询服务。 

 

“对于湛生的过早离世，我们都感到无比悲痛。他不仅是一位卓越的领导者，更是我的良师

益友。”药明康德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李革博士说道，“能够认识湛生，并与他并肩工作，

我们感到十分荣幸和感激。我将永远怀念他，并向他的家人致以诚挚的慰问，以及深切的祈

祷。” 

 

关于药明康德 

 

药明康德新药开发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0 年，是中国领先的制药和生物制药研发服务公司。药

明康德以新药研发为首任，以满足客户需求为宗旨，向全球制药公司和生物制药公司提供一

系列全方位的实验室研发以及用于研发的生产外包服务，服务范围贯穿新药研发和工艺开发

全过程。药明康德通过向全球合作伙伴提供优质、高效、高性价比的外包服务，旨在帮助客

户缩短新药开发周期，降低新药开发成本，从而为客户节约时间和成本。药明康德的服务范

围主要分为两大部分。一是实验室研发服务：包括药物研发化学服务、生物服务、药物研发

分析服务、毒理学服务、药剂研发服务和工艺研发服务；二是用于研发的高级中间体和原料

药的生产服务。根据 2007 年收入统计，药明康德拥有 80 家客户，其中包括 9 家全球排名前

10 位的制药公司。欲了解更多关于药明康德的信息，请浏览：http://www.wuxipharmatech.com。 

 

消息来源  药明康德新药开发有限公司 

 

http://www.wuxipharmatech.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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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通社沉痛悼念新闻发布行业的先驱和创新者 

John M. Williams 

纽约 2011年 11月 26日电 /美通社/ -- 美通社( http://www.prnewswire.com )前执行副总裁、媒体

及传播行业的先驱和创新者 John M. Williams 先生于 11 月 22 日不幸去世，享年六十六岁。 
 
Williams 先生于 1986 年以高级副总裁身份加入美通社，负责公司在全美的销售和市场工作。

在担任此职务期间，Williams 先生建立起一个采用区域管理系统的销售团队，致力于提供优质

的本地客户服务。他在将美通社打造为一家面向媒体、大众及财经界的处于领导地位的信息

发布机构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Williams 先生极富远见，他的许多理念都领先于时代。他于 2001 年推出了名为 T-Button 的创

新的新闻稿发布业务，该业务以交易为核心，并率先将企业新闻稿的传播方式由单方发布转

变为双向互动。早期采用该项服务的客户发现了在他们新闻稿中增添即时商业交易功能的益

处，而整个市场却还没有为此做好准备。十年后，整个行业 终因此而彻底转变。 
 
凭借他在探寻新的市场机会方面的敏锐的判断力，Williams 先生于 2002 年初力主美通社的母

公司 UBM plc 通过与新华财经 (Xinhua Financial Network) 组建合资公司的方式投资中国。

终，他负责新成立的新华美通 (Xinhua PR Newswire) 的销售及市场业务，并开始在北京、上海

及许多中国其它地区度过了他大部分的时间。Williams 先生为如今已变为独资经营、业务蒸蒸

日上的美通社中国区业务奠定了基础。  
 
Williams 先生出生于纽约州敦克尔克 (Dunkirk)，并成长于报业世家。他的父亲在其家族于

1882 年创办的报纸 Dunkirk Evening Observer 担任编辑。1966 年他从雪城大学 (Syracuse 
University) 毕业并获得英文及新闻专业文学士，后就职于纽约每日新闻报的地方新闻采访部。

他刚大学毕业就获准成为美国空军的正式军官，并在加入报社后不久就应征入伍。 
 
Williams 的首项任务是前往加州的 George 空军基地担任第 479 战术战斗机联队的情报官。不

到一年时间，他就入选一个新成立的飞行中队，并于 1967 年派往越南研究短程喷气式攻击战

斗机的作战效力。在此期间，他协助撰写了 A-37 短程战斗机在越南湄公河三角洲及中部高地

执行近距离空中支援任务时的作战效力报告。1968 年他被授予青铜星章。他于 1970 年在派驻

洛杉矶的空间和导弹系统机构期间结束了军旅生涯。 
 
回到新闻界后，Williams 在洛杉矶和纽约为合众国际社 (United Press International) 工作多年，

协助报导了不同种类的新闻，包括查尔斯·曼森 (Charles Manson) 谋杀案审理，1971 年发生

的极不光彩的圣费尔南多谷 (San Fernando Valley) 地震，以及这些城市发生的其他重大破坏事

件。他于 1973 年加入花旗银行担任公共事务官，五年后离职并担任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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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c.) 的公司媒体关系部总监。Williams 先生曾短期就职于美通社的竞争对手 Business Wire，
之后他为美通社效力了整整二十五年。 
 
Williams 先生对许多人的生活产生了积极影响，他的 Facebook 主页上大量涌现的表达感激、

赞许和爱戴的留言正是这种影响力的证明。 
 
Williams 先生的同事们也纷纷缅怀他这样一位极具感召力的领导： 
 
美通社执行副总裁 Ken Dowell 表示：“John 将我们的行业作为一个服务业重新定义，他对美

通社的远见会继续影响我们现在的工作方式。” 
 
美通社高级副总裁 Dave Haapaoja 说：“John 启发了美通社整整一代员工，包括我本人。他的

精力和热忱为传播行业吸引了数百名人才，其中许多人至今任从事该行业。” 
 
美通社前总裁 Dave Armon 评价说：“他能够敏锐地感受到全球范围内经济杠杆将如何变化，

以及其中所蕴藏的机遇。他远远走在时代的前列。” 
 
美通社中国董事总经理陈玉劼说：“将企业新闻专线的服务模式引进中国在当时很多业内人

士看来是不可完成任务。但是 John 凭借自己对全球企业传播行业的洞察和远见，坚定地推动

并带领美通社进入中国。他以极富感染力的热情、诚恳和艰苦执着的努力，打造了美通社在

中国初期的团队，并带领团队依靠对产品服务的不断创新，对优秀客户服务永无止境的追求，

成功地促使这一新型的传播模式在中国得到众多企业和媒体用户的认可和信赖，同时也直接

领导和推动了商业新闻稿发布在中国的专业化发展。” 
 
美通社副总裁 Rachel Meranus 表示：“John 在一些方面始终如一：宽宏大量、热爱生活、充

满智慧、心胸豁达，乐于传授。他为人极度忠诚，并能增进其工作团队的忠诚度。John 激励

我们每个人做得更好，想得更远，并挖掘出 大潜能。” 
 
Facebook 上大量留言的节选： 
 
“John 在领导大家时全身洋溢着激情。他有一颗金子般的心，他的教诲令我受益匪浅。我会

真心怀念他，并感激他为我的生活所带来的一切。” 
 
“对我和许多人来说，你是朋友、导师和长者。我们将怀念你，并永远记住你在个人及工作

上的激情和贡献。” 
 
“我会非常想念你。你善于倾听并激励我以全新方式思考问题，让我有信心与他人分享自己

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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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hn，感谢你对我们所有人的影响。你以身作则，长期以来对我们谆谆教诲。这个星期世界

上失去了一位伟人。一路走好！” 
 
“感谢你激发了那么多人的激情，还要感谢你的领导、无穷的精力和长期的友谊。” 
 
“可以确定地说，John Williams 在短短的六十六年中比绝大多数人都过得更加充实，也就意

味着他比普通人活得更有意义。JW，你将永远被深切怀念。” 
 
“John 的激情和信念非常鼓舞人心。起初可能会被吓到，但很快就会发觉他深藏着金子般的

心灵。他为许多人带来了非同寻常的积极的影响，并将被深深纪念。” 
 
Williams 先生的一些亲人依旧健在，包括他居住在马萨诸塞州 Plymouth 的妻子 Donna Manke 
Williams；以及分别居住在弗吉尼亚州 Richmond 和 Poquoson 的两位姐妹 Julia MacLeod 
Williams 和 Sarah Williams McCrane。 
 
关于美通社 
 
美通社在创新的企业传播服务领域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帮助全球企业和机构联系和接触他们的

目标受众。美通社通过其多渠道发布网络、受众情报、定向、评估及信息披露和投资者传播

服务,帮助企业和组织与媒体、消费者、决策者、投资者及普通大众进行充分、及时的动态对

话,从而为塑造品牌、打响知名度、影响公共政策、推动销售和筹集资本提供支持。 
 
美通社 55 年前开创了企业新闻稿和企业信息发布行业的先河,通过分布在南北美洲、欧洲、亚

洲和中东16个国家和地区的无与伦比的办事处网络,借助与全球领先新闻机构之间的独特关系,
用 40 多种语言将客户与 170 多个国家的受众联系起来。详情请访问： 
http://www.prnasia.com    http://www.prnewswire.com 。 
 
欲知详情，请联系： 
美通社市场部高级经理  Selina Cui 
电话：+86-10-5953-9598 
电邮：selina.cui@prnasia.com 
 
消息来源  美通社 
 

http://www.prnasia.com/
http://www.prnewswire.com/
mailto:selina.cui@prnasi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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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新闻 - 图片提示新闻案例 

/图片新闻 -- 3M 中国有限公司/ 

以下是由 3M 中国有限公司发布提供的关于 20 指多点触摸显示器的图片，供媒体参考使用。 
 
请点击链接下载图片：http://www.prnasia.com/sa/2010/06/23/20100623396868.jpg  
 
图片说明：多元化科技公司 3M 近日在美宣布 20 指多点触摸显示器 M2256PW 全新上市，提

升 LCD 显示器交互性能至新的境界! 
 
关于该产品的文字稿之前已由美通社发布，请点击链

接 http://www.prnasia.com/pr/10/06/100514621-2.html 参考文字部分。 
 
欲知详情，请联系： 
3M 中国有限公司市场策划和公共关系部 
 
张黎华 
电话：+86-21-2210-3265 
电邮：nzhang@mmm.com  
 
吴琼 
电话：+86-21-2210-3255  
电邮：jwu9@mmm.com  
 
地址：上海市虹桥开发区兴义路 8 号万都大厦 38 楼  
邮编：200336 
 
消息来源  3M 中国有限公司 
 

http://www.prnasia.com/sa/2010/06/23/20100623396868.jpg
http://www.prnasia.com/pr/10/06/100514621-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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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新闻 - 图片提示新闻案例 

/图片新闻 -- 欧姆龙（中国）有限公司/ 

 

以下是由欧姆龙（中国）有限公司发布的关于“欧姆龙杯”广州市元旦万人健步行的图片新

闻。 
 
(Photo: http://www.prnasia.com/xprn/sa/2009/01/01/200901011154.jpg) 
 
图片说明：“欧姆龙杯”广州市元旦万人健步行在广州天河体育中心举行 
 
各媒体可点击以下链接免费下载相关图片： 
http://www.prnasia.com/xprn/sa/2009/01/01/200901011154.jpg 
 
欲知详情，请联系： 
贾小姐/郭小姐 
电话： +86-10-5869-3232 
 
消息来源  欧姆龙（中国）有限公司 

http://www.prnasia.com/xprn/sa/2009/01/01/200901011154.jpg
http://www.prnasia.com/xprn/sa/2009/01/01/200901011154.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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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新闻 - 媒体提示新闻案例 

媒体提示：中德三方合作暨 TUV 南德意志集团 

四川办事处开业仪式邀请 

活动安排 

 

• 2011 年 5 月 18 日 
1. 9：30 - 11：00 开业剪彩仪式 
2. 11：00 - 12：30 论坛研讨会 
3. 12：30 - 14：00 午餐（自助式） 

 

• 仪式地点：四川省机械研究设计院（成都市锦江工业区墨香路 48 号） 
• 现场联系：钱轶丽  女士 （MP: 13621755175） 王海艳 女士（MP: 136 3633 1456） 
 

尊敬的成都媒体朋友， 
 

在西部大开发的十年间，海外资本的引进以及国际市场的开发都在不断深化。依托独特的市

场空间以及持续的产业优化，四川省迎来了突飞猛进的十年。 
 
2010 年，在西博会期间的中德成都机械会议上，TUV 南德意志集团同四川省机械研究设计院

以及中国国际贸促会四川省机械行业委员会签订了合作备忘录，陆续通过技术培训，高层互

访，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等一系列活动加深的合作。 
 
以此为契机，TUV 南德意志集团成立了四川办事处，与四川的合作伙伴们共享四川发展带来

的机遇，为四川政府和企业发挥桥梁的作用和推进器的作用。 
 

此次活动也受到了四川省经信委，四川省科技厅，锦江区政府，龙泉经开区府，德阳市经委，

眉山市经委等政府机构的大力支持。 

 

欢迎成都各大媒体朋友莅临仪式现场交流采访！请填写以下回执： 

媒体名称: 记者姓名: 

手机号码: 邮箱: 

您将参加⌧： 

仪式           论坛          自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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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访目的⌧： 

现场采访             了解 新市场信息             其他，请说明：        

 

感谢您的回执，TUV 南德意志集团相关负责人将收到您的确认后再次与您取得联系。 

 

TUV 南德意志集团媒体联络： 

王海艳 小姐 
企业发展沟通 
TUV 南德意志集团中国 
中国上海恒通路 88 号 200070 

电话：+86-21-6141-0726 
电邮：+86-21-6140-8600 
手机：+86-0-136-3633-1456 
电邮：haiyan.wang@tuv-sud.cn 
网址：www.tuv-sud.cn 

 

钱轶丽 小姐 
企业发展沟通 
TUV 南德意志集团中国 
中国上海恒通路 88 号 200070 

电话：+86-21-6141-8673 
电邮：+86-21-6140-8600 
手机：+86-0-136-2175-5175 
电邮：yili.qian@tuv-sud.cn 
网址：www.tuv-sud.cn 

 

关于 TUV 南德意志集团 (TUV SUD) 
 
TUV 南德意志集团于 140 年前在德国成立，是全球领先的技术服务公司之一，服务范围覆盖

测试、认证、检验、资讯及专家指导等多个领域。公司在全世界拥有 600 多个代表处，员工约

16,000 人，着力为客户提供技术、体系及实际运作中的优化服务。TUV 南德意志集团（TÜV 
SÜD）在中国的业务开展已有近 20 年历史。至今，已为 10,000 多家客户提供了相应服务。 
 
时尚风瞬息万变，在竞争激烈的鞋业，质量、进入市场的速度和价格是企业成功的关键。很

多情况下，迫于生产过程中削减成本的压力，就不得不牺牲质量。而在多环节、跨文化和语

言的国际供应链中存在的质量耗损又使得这个问题更严重了。在这个竞争激烈的市场中，质

量瑕疵，不合法律、环境、社会和客户要求都会给企业的销售和形象带来无法挽回的损失。 
 
TUV 南德意志集团与生产厂商、代理商、批发商、分销商和零售商合作，为他们提供一整套

订制的测试、检验、审核、认证、培训和资讯服务。确保国际供应链中的产品和流程的品质。

从设计师手下的第一笔到鞋店货架上的成品。 
 
www.tuv-sud.cn 
 
关于四川省机械研究设计院（Sichuan Provincial Machinery Research & Design Institute） 
 

http://www.tuv-sud.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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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机械研究设计院成立于 1957 年，是四川省机械系统规模 大的综合性科研开发机构，

也是四川省首批亿元产值试点和首批实行企业化转制的科研单位。历经 40 年的发展，现已成

为集科研开发、工程设计、技术服务、生产销售为一体的科技型企业。四川省机械研究设计

院在机械行业内具有较大影响，是四川省机械工程学会、四川省电工技术学会挂靠单位。 
 
www.ccjys.com 
 
关于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四川省机械行业委员会（China Council for the Promotion of 
International Trade Sichuan Committee for Machinery） 
 
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四川省机械行业委员会成立于 1997 年，是由四川省机械行业有代表

性的人士、企业、协会和团体组成的半官方、半民间对外经济贸易组织。在四川省机械行业

拥有 1000 家以上会员单位，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四川省机械行业委员会拥有一支具有丰

富国际经济贸易经验和企业管理的专业团队，工作重点是开展促进对外贸易、利用外资、引

进外国先进技术及各种形式的中外经济技术合作等活动。 
 
www.scmicc.org.cn 
 
消息来源  TUV 南德意志集团 

http://www.ccjys.com/
http://www.scmicc.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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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新闻 - 媒体提示新闻案例 

媒体邀请：法兴银行芭莎艺术联名卡暨银联尊尚白金卡 

发布仪式 

尊敬的先生/女士： 
 
我们诚挚地邀请阁下出席由法兴银行携手《芭莎艺术》共同举办的法兴银行芭莎艺术联名卡 -- 
暨法兴银行银联尊尚白金卡发布仪式，共同见证这一重要时刻！ 
 
有关本次发布仪式的详细安排，请参阅活动流程。 
 
敬邀拨冗莅临！ 
 
日期：2011 年 10 月 25 日（星期二） 
时间：16：00 - 18：00 
地点：杨画廊（北京市朝阳区三里屯 Village 北区 N2 楼 47&48 单元） 
 
活动流程： 
 
15:40-16:00 p.m. 嘉宾及媒体签到 
16:00-16:20 p.m. 开幕祝词 
16:20-16:40 p.m. 联名卡亮相仪式 
16:40-17:00 p.m. 授卡仪式 
17:00–18:00 作品展览&酒会 
18:00 p.m. 活动结束 
 
注册信息格式： 
  
1) 媒体名称： 
2) 版面/部门名称： 
3) 报名者： 
4) 联系方式（手机+邮件）： 
 
消息来源  法兴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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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媒体新闻 - 案例 

新闻标题：首届美通社企业多媒体传播奖评选揭晓 

视频 

互动 
按钮 

相关 
图片 

文字 
新闻 

分享 
按钮 

相关 
链接 

http://www.prnasia.com/story/69502-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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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媒体新闻 - 案例 

新闻标题：专为 MVP 打造adidas adizero rose 2 -- 快人一步 速战速决 
 
 

定制 
背景 

互动 
按钮 

视频 

文字 
新闻 

相关 
图片 

相关 
链接 

http://www.prnasia.com/story/51888-1.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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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稿写作注意事项 

到哪去找新闻点？美通社总结 5 大实战技巧 

美通社的同事们常常听到客户问这样的问题：到哪去找我的新闻点？美通社专业的媒体关系

团队凭借多年与国内媒体记者编辑打交道的一线经验，总结出一些“干货”。 

 

Tip 1：“站在行业角度”。 

 

媒体希望看到的不仅是企业自身的动态，更关注的是行业，越是和行业贴合紧密、言之有“料”

的新闻稿，往往更受记者同志的青睐。媒体行业变动频繁，靠“脸”推稿是会在这行混不下

去的。一篇新闻稿能不能在媒体那“卖出去”，总是要有个这篇稿子的“料”，那么，这个

称之为“料”的卖点从哪来呢？ 

 

Tip 2：“巧挖热点”。 

 

这个时候就要企业就要学会“贴热点”。以点做面，借力新闻热点，好的案例如 TUV 借力塑

化剂、UL 借力淘宝商城售假推认证、3M 借力帝都毒气质量卖口罩等等，都是很好的案例。

另外记得多配图，善用多媒体说话，一图胜千言嘛！不要浪费这么好的料。 

 

Tip 3：“善用数据说话”。 

 

说到卖点，通常我们还会发现，引用一些数据分析的新闻稿会更受媒体青睐，“数据才是硬

道理”，企业可围绕公司的核心产品或服务，同时也是 能吸引目标客户消费者的角度和话

题，以“硬数据”开篇引出话题和产品服务。用有说服力的数据支撑内容，如多做消费者调

查、新闻稿中适当引用权威行业数据等，受众更易产生信任并接受品牌。另外，“傍大牌”

也是一个好主意，新闻稿内容可适当结合行业有影响力的合作伙伴或客户，借势提升自身品

牌价值，但要把握“火候”，不要弄巧成拙。做的好的美通社客户如珍爱网，美通社同事形

容说珍爱网：“一直在携手，从未被超越”。 

 

Tip 4：“回归内容本身”。 

 

但是，不是每个企业每天都有那么多“新闻点”等待开采，更多的还是要结合企业自身的动

态、产品、和服务做常规传播，出彩的稿子不是天天有，但能出彩的机会一定不要放过，要

写的漂亮、说的精彩，还是回归到内容层面的“话题”角度，当然，话题一定不能凭空硬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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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要尊重新闻规律，抛出并引导，企业可紧抓时机适当放大那些有意思、有共鸣、有价值

的事件，吸引媒体关注，或是通过社交媒体平台的互动，让受众主动去谈论你。如网易杭州

中心成立，引导出食堂一天供应五顿饭，引导出丁磊养猪把员工当猪养（善意的），从而引

导出网易员工幸福的一塌糊涂 http://url.cn/0k7O8c，网易是在刻意利用这些话题或者说是“新

闻卖点”去做有节奏的引导，并且收到很好的传播效果。 后，臃肿的长句和浮夸形容词的

堆砌是大忌，也是公关稿的通病，有经验的 PR 一定学会避免，尤其是那些超长标题。 

 

Tip 5：“注意发稿频率”。 

 

说到客户常常追问的“发稿效果”，企业做新闻稿传播，全文一字不差使用，转载网站越多，

就一定是效果好吗？错！一家专业的好媒体，绝不会把企业新闻通稿全文照搬使用，但是新

闻稿的提到的事件、引用的数据、企业高管说出的有价值的甚至“有争议”的言论，在日后

都可能成为记者引用的来源，写稿的线索、做选题的灵感。保持长期的、高质量的、有节奏

的发稿频率是关键，让记者拿起电话去找你，而不是苦思冥想拿着记者名片找记者套近乎推

销自己，聪明的 PR 会让媒体主动找上门。此处插播一条广告：美通社国内发布+采访热线+

专业媒体关系团队，帮你一站式解决这些问题。 

 

其实，找好新闻点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难，总结一句话就是，让企业新闻稿回归于提供“有

价值的内容”，让“软文硬起来”，该活泼的时候活泼，该严肃的时候严肃，该生动的就让

新闻稿生动起来，好的内容自己会说话，也会让媒体说话，让受众说话。记者看起来不费劲，

用起来不为难，帮助记者就是在帮自己，做一个聪明的企业公关。 

 

http://url.cn/0k7O8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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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稿写作注意事项 

新闻稿标题的四个基本写作技巧 

新闻稿的标题（或者你想在网上发布的任何其他内容）是网页上 重要的资产之一。标题是

记者们在新闻热线、RSS 订阅源以及他们邮箱中 先看到的东西。搜索引擎对网页上方的文

字也赋予额外的权重。而你的读者也是 先看到这部分内容。 

 

当你的新闻在社交媒体上被分享时，处于居中位置的标题能吸引更多读者来看新闻内容。基

于以上几个原因，我想说，标题是新闻发布中 重要的部分。 

 

由于新闻标题在吸引读者、被搜索以及鼓励社交分享方面的重要性，我认为可以分析一下让

你的新闻和其他网络内容更加有效的技巧。简言之，包括： 

 

• 标题不要超过一行。很多机构对标题字数有限制，超过字数规定的新闻稿是不会被

采用的。长度 -- 标题长度应在 90-120 字符之间（字符，包括空格，不指单词）。（注：

中文标题我们建议在 17-25 个词之间） 

• 关键词 -- 把 重要的关键词放在标题开始处：公司名称等。（在头 65 个字符之内） 

• 标题中包含数字。人们一般喜欢看到明确的数字点。 

• 用子标题来加入更多点的细节。 

• 不要用感叹号或货币符号。 

 

标题 SEO：前 65 个字符很关键 

 

标题在把网页内容通知搜索引擎时起关键作用。如之前所讲，搜索引擎对网页上方的文字赋

予更多的权重。另外，很多网站（包括美通社网站）使用网页中 title 签的标题，这个标签也

是影响 SEO 的重要因素。尽量优化标题可以提升新闻的网络能见度 (visibility)。 

 

标题优化并不难，但可能要求你重新思考如何构建标题。因为搜索引擎只索引标题的前 65 个

字符。若想达到 佳效果，必须将 重要的关键词放在标题的前面部分，甚至是标题的 前

面。 

 

另外一个需要重视的是，不要把标题做成关键词的堆砌。搜索引擎很擅长发现自然语言，很

快能把关键词垃圾屏蔽。所以，不要做得太过界。每每谈到关键词，有人就很容易把好事做

过头。只有当你的新闻稿集中于 1-2 个关键词时，SEO 的技巧才会 大程度帮到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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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标题里使用数字（当需要时） 

 

我们这次研究发现的一个 令人惊奇的事实，乃是在标题中带有数字的新闻稿的表现较之无

数字的要好。如果你的新闻稿中引用诸如调查结果或绩效的数据，或是给读者提供某领域一

些不争的事实，那么 好在标题中点明。标题中的数字传达的信息或有关即时性，或有关事

实性，无论怎样，都能增强新闻本身的可信度。 

 

用子标题增加细节信息 

 

我观察每天的新闻稿，发现很多公司或机构感觉很难做到把标题字数限定在有限字符以内。

那怎么办？你可以用子标题来补充上一些不太重要的细节信息，使主标题不那么冗长。你会

发现这样让新闻视觉上更吸引人。读者也会觉得更易抓住重点，从而更愿意继续读下去。 

 

不要用引语或副标题做主标题 

 

标题通常是新闻内容的提要，主要是由引（标）题、主标题、副标题三类。引标题是指在主

标题前作为引出主标题的一句简短的话，在主标题前。主标题的作用是概括新闻的主要事实

或中心思想；引标题是为了介绍背景、烘托中心等；副标题是用来补充说明主标题的内容。

一些企业稿件往往出于吸引眼球的目的，会将一些描述性的引语作为主标题，让人不知所云。

标题要避免空洞夸张的描述词组和句式。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一些企业会将本应该是副标题

或者引标题的内容作为主标题。引标题可以用一些比较描述性的话语，副标题更多是对主标

题的补充。这两者的定位和主标题要区分开来。 

 

尽量避免特使用殊标点符号 

 

类似“★、◆、%、#。。。”这类的符号，都会被搜索引擎看做是一个字符或多个字符，因

而大大增加了干扰元素。这一规则对新闻稿正文同样适用。新闻稿标题的写作看似简单，但

在很多企业的实际工作中并没有把握好。通过日常的实践观察，撰写言之有物又符合用户级

搜索引擎习惯的标题，在企业的新闻传播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重新思考你的新闻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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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门需要重新思考一些经久不衰的公关技巧，当然也包括新闻发布的技巧。与前几年的情

况不同，如今你的听众 -- 包括你想吸引的记者和博主们都用网络获取内容，他们搜索、分享，

并与之互动。社交媒体让人们发现并共享信息，为品牌直接与受众交流提供了新的机会。搜

索引擎在其排名算法把社交媒体的因素也容纳进去，意味着社交媒体分享对信息的网络能见

度有着长期的影响。若想充分利用这些机会，我们应重新考虑一下如何写好新闻稿，就从标

题开始吧。 

 

》》》 标题格式 

 

• 标题不要超过一行。很多机构对标题字数有限制，超过字数规定的新闻稿是不会被

采用的。 

• 编辑一看标题，就知道新闻的大概内容。这至关重要，因为编辑通常只看完标题就

决定是否采用新闻稿。 

• 标题应包含公司名称。 

• 标题中本应含有“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有限公司”等后 或其缩写形式。

（特殊情况除外） 

• 不要用感叹号或货币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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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稿写作注意事项 

如何撰写企业新闻稿导语？ 

在新闻稿中，导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导语的好坏直接决定新闻稿是否会被采用。因此，

一定要重视导语的编写。好的导语可以让记者“上钩”，并且吸引他们读完全文。然而，何

为好导语呢？找一些知名报纸糊杂志，看看它们的导语，然后模仿他们编写，你的导语就会

很“新闻化”了。 

 

新闻导语编写原则： 

 

导语里的事实必须是 重要、 新鲜的  

 

新闻事实是有重要性的等次之分的,不能把一般化的过程、措施和泛泛而谈的经验体会写进导

语里,以免把 重要的、实质性的内容掩盖了。事实的实质性内容往往 有特色、 受读者关

注,也 有吸引力。只有 重要的,才是 有意义的；只有 新鲜的，才是 有吸引力的。 

 

不能要求将新闻的六要素全写进导语里，但可以根据每条新闻的特点，从六要素中选取一二

个 重要 能激起人们阅读兴趣的要素，突出地写人新闻志语之中，其余的要素则分散到新

闻的正文部分去交代。 

 

导语必须简明扼要、短小精悍 

 

新闻导语不能含糊不清，模棱两可，拖泥带水。导语给读者的印象一定要眉目清楚，一目了

然，使读者“看得见”、“摸得着”。这就是说，导语必须简明而扼要，言简意赅。只有这

样，才能将导语写得具体、肯定、准确，才能将导语写得短小精炼、干净利落。 

 

新华社对向外报道的导语规定, 好不超过 25 个英文字。这就要求导语写作中,要尽量用 简

单的方法结构：主语 -- 谓语 -- 宾语或主语 -- 谓语，尽量不用复合句、从句、公句等。 

 

导语必须生动活泼，引人入胜 

 

导语要把读者的兴趣逗出来，就需要依靠新闻事件的重要性影响的广泛性、后果的严重性、

地点的接近性及事情的特殊性、知识性、趣味性等。但是不是所有的新闻都具有这样的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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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新闻事实比较一般，怎样才能使导语写得生动活泼，引人入胜呢？这就需要选用形象的

事实，用富于文采的语言来写导语。 

 

其实，形象描写关非文学作品的专利，新闻导语的写作是完全可以“借用”的。毛泽东同志

曾说过：“我看新华社的消息看第一句，第一句看不下去就不看了。”这既说明了导语的重

要，更说明了必须生动活泼，引人入胜。只有这样，方能激起读者“探知”的欲望和好奇心，

诱惑和吸引读者继续阅读下去。 

 

导语必须创新，不能墨守陈规、死守教条 

 

新闻导语的写作，经过一百多年的演变，已形成了一些新闻界公认的基本要求和规范。但我

们在写作新闻时，不仅要有独特的角度，新鲜的内容，还必须注意表达方式上的刻意求新，

力求写得和别人不一样。俗套的表达，往往会使本来具有新意的新闻事实明珠暗投，失去光

泽，达不到应有的传播效果。因而要敢于创新、敢于别出心裁和标新立异。在导语写作上尤

其如此，新闻导语讲究出语不凡，尤其是导语开头的那几个字，一语定意，对于整个新闻导

语，乃至整篇消息，影响巨大，不能等闲视之。 

 

必须不断探究，不断创新。散文式、白描式的导语，在优美的文字中，把重要的新闻的事实、

记者的观点倾向等，都融进去，逗起读者的阅读兴趣，让其按照作者的意图去理解新闻事实。

当然，创新须在规范的基础上进行，特别是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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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稿写作注意事项 

企业新闻稿优化的 7 个简单步骤 

编者注： 近有关搜索引擎流传着一种谣言，说 Google 的搜索算法又会有一次很大的改动；

不过不管怎样，有一条原则是不变的：针对特定受众群体而写作的高质量内容就是好的 SEO

（搜索引擎优化），它会提高你的内容被看到的机会。使用本信息图表中 7 个简单易学的步骤

来提高你的新闻稿件优化，增加你的信息抵达受众的机会，而不是在失意的洪流中丢盔弃甲。 

 

1. 用下面这 5 个问题来检查和调整你的新闻稿： 

 

• 谁是目标读者群体？ 

• 这篇稿件是关于什么的？ 

• 发到哪里能产生 佳效果？ 

• 何时是 佳发布时间？ 

• 读者为何会感兴趣？ 

 

2. 稿件写的差不多了的时候，针对一到两个关键的词组进行优化。在网上可以找到很多关

于关键词研究和挑选的技巧，作为入门来说，选择 重要的词组即可。“这篇稿件是关

于什么的？”这个问题可以告诉你哪些词组 重要。 

 

3. 把 重要的词组放在标题、副标题和第一段尽可能靠前的位置。搜索引擎对标题靠前的

词组会给于更高的权重。如果你想在稿件里优化“好运 7 技巧”这个词组，那么“好运 7

技巧！优化新闻稿件的 7 个简单步骤”比“针对搜索引擎优化你的新闻稿件 – 使用我的好

运 7 技巧！”要更好。 

 

4. 在第一段中，把 重要的词组链接到一个相关话题的网页。比如说，如果你的关键词组

是“在线发布”，那么在第一段中把这个词组链接到你的网站上关于在线发布的页面。

你的稿件内容、你的超链接、你的链接指向的页面，一起在搜索引擎中树立起你关于所

谈论话题的可信度。此外这也给感兴趣的读者提供了可以点击进入你的网站的方式。 

 

5. 添加图片并且在图片说明靠前的位置使用关键的词组。图片可以让你的内容更加引人入

胜，此外研究表明以这种方式使用图片可以提升搜索引擎排名。 

 

http://www.prnewswire.com/knowledge-center/online-public-relations/Press-Release-SEO--Writing-Press-Releases-Effectively-for-Search-Engines.html
https://ireach.prnewswire.com/
http://www.seomoz.org/article/search-ranking-factors#metrics-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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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在 Google+中点击+1 来支持你的页面。Google 是搜索引擎巨无霸，它会在搜索结果中包

括人们在 Google+ 上推荐的内容。如果你的读者使用 Google+，那么你的内容也应该出现

在 Google+ 中；如果你不知道你的读者是否使用 Google+，点+1 支持反正也不会错。 

 

7. 使用社交网络来推广你的内容。在 Twitter 上使用关键词组来链回到你的新闻稿件，在 

Facebook 上分享。所有的主流搜索引擎都很重视真实用户的反向链接，因此在你的行业

里有影响的那些人的微博、分享和博文都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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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稿写作注意事项 

从新闻稿写作方面探讨如何使稿件更为吸引眼球 

作为美通社编辑部的一员，每天都要处理来自各个行业的企业新闻，在繁忙的财报季更是要

面对雪花般纷飞的稿件。同样，记者每天也面对着形形色色的新闻稿以及巨大的信息量，那

么，如何让企业的新闻从铺天盖地的稿件中脱颖而出呢？ 
 
一篇相对完美的稿件肯定会相对有效。因为一篇稿件出色与否直接关系到新闻所起到的效果。

写一篇专业、高水平的新闻稿并非一件简单的事，以下是撰写新闻稿要注意的事项： 
 

1. 新闻内容应有新闻价值 

 

有新闻价值的新闻指的是可以引起目标读者广泛兴趣，并且具有新闻角度的新闻。此外，此

类新闻稿应该是从记者角度出发的，而不是从市场角度出发的。写新闻稿的时候，尽量把自

己想象成记者，从记者的角度出发去写， 重要得是，企业新闻稿在于让人们获得新的信息，

而不仅仅是告诉他们某件事情。 
 

2. 标题格式 

 

在大多数情况下，记者拿到新闻稿，首先看的就是标题。好的标题是成功的一半，如果一篇

新闻稿件能有一个好的标题，那么就会以人好的印象。新闻稿件的标题不一定要有文采，诗

韵， 好就是整篇新闻稿件的中心思想，反映整个报道的主题。 
 
有时，标题将直接决定记者是否采用你的新闻稿，一份有效的新闻稿应该达到以下几点： 
 

• 标题不要超过一行。很多机构对标题字数有限制，超过字数规定的新闻稿是不会被

采用的。一般中文标题不要超过 20 个中文字符。  
• 记者一看标题，就知道新闻的大概内容，这至关重要，因为记者通常只看完标题就

决定是否采用新闻稿。  
• 标题应含有公司名称。  
• 不要用感叹号或货币符号。  

 

举例说明： 

 

• 《六一儿童节，给孩子一份新意礼物》：标题太长、缺乏信息点。  
• 《解密 xx 与 xx 成功握手足球梦》：标题党。 
• 《2010 年度 佳中国品牌价值排行榜发布会暨 2010 年福布斯•Interbrand 中国品牌价

值管理圆桌论坛 7 月北京举行》：用 精炼、 生动的文字说出新闻 吸引人、 重

要的信息，以抓住读者视线，吸引读者阅读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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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导语：开门见山 
 
用简明的语言将新闻 精华、 有价值的部分写出来，直奔主题。如：xx 公司，一个正迅速

发展的以上海为总部的 IT 外包服务商，聘请了 xx 作为其新任的人事总监。其将负责管理 xx
的员工招聘及人才培养。 
 
切忌迂回曲折：讲故事，描述景物，叙述背景形势，结果是浪费掉前面占有重要地位的几段

文字，让人看下来一头雾水、不知所谓。如：电脑，在给人们带来方便与乐趣的同时，也让

我们的双手长时间的束缚在鼠标和键盘之间，“手酸、腕部老是隐隐作痛，”这样的抱怨声

在伏案工作一族中屡见不鲜。 
 
4. 主体：详尽充实 

 

导语之后的部分，展开叙述新闻，补充说明标题和导语中提到的信息。 
 
提供细节：新闻背景、事件经过、事件原因、事件影响、各方评价…… 
 
例如：http://eatdrinkandmore.com 不仅仅是一个美食门户网站，更为宾客提供包括水疗、健身、

婚礼、活动等一系列生活方式资讯与选择。宾客可在同一个网站上预订水疗疗程或餐厅，这

使喜达屋酒店与度假村集团成为在亚太区首家提供如此无可匹敌的生活方式服务的酒店集

团。在未来的几个月内，非品牌的项目也将陆续加入 http://eatdrinkandmore.com 。对某个品牌

有着特别爱好的常旅客们现在可以在不同国家享受到一致的服务与优待。 
 
切忌使用内部宣传/交流语气，避免第一人称/第二人称 
 
例如：就在这个夏日，带上你的泳衣，太阳油，墨镜，加入我们泳池畔惬意生活吧。 
 
上海 XXXX 酒店精心打造隐于都市，位于裙楼顶部的室内外游泳池，并提供健康美食，清新

饮品，Y+ 瑜伽课程，蔓达梦水疗体验以及无与伦比酩悦香槟为您带来意想不到的专属享受。 
 

5. 结尾：顺其自然 

 

自然地结尾，或是跟第一段呼应，或是延伸阅读 
 
例如：斯德哥尔摩水奖是一项全球性奖项，每年由斯德哥尔摩国际水研究所颁发。斯德哥尔

摩水奖的获得者将获得 150,000 美元奖金和一座由欧瑞诗 (Orrefors) 特别设计的水晶雕塑。 
 
切忌画蛇添足：抒情赞美、表达祝愿、口号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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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此次中国地板行业顶级盛会上，xx 地板作为获奖 多的地板企业，赢得了行业专家

和协会领导的一致赞赏，也获得了广大消费者的认可和肯定，这既是对 xx 历年成绩的肯定和

支持，也是对 xx 地板的鼓励和支持。作为行业内的领军企业，相信 xx 在新的时代里程中将再

创辉煌！ 
 
一篇完整的标准新闻稿，除标题、导语、主体和结尾之外，还应包括： 
 

• 电头，如：深圳 2010 年 6 月 6 日电 /美通社/ –  
• 公司介绍  
• 公司网址  
• 媒体联系人， 
• 部门 头衔 姓名  
• 电话  
• 电邮  
• 消息来源  
• 正确、可靠的新闻出处  

 

6. 长度 
 
新闻稿应当简洁、直述要点， 好不要超过两页，但也不宜过短。50 字以下的稿件很可能被

看成广告，而非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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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稿写作注意事项 

新闻稿写作小贴士 

为企业撰写新闻稿是公关人的必修课。规范、流畅、清晰、具有新闻价值的稿件不但能够有

效传播企业信息，还能在媒体记者心中树立企业专业、严谨的形象。美通社中国区编辑总监

任明宇（Lee Green）先生拥有超过八年的编辑经验，多年来平均每天需要处理高达 2 万字的

企业新闻稿和公司财报。他对如何撰写出媒体乐于采用的新闻稿总结出了一些基本原则。 

 

新闻稿是什么？ 

 

新闻稿是发表在媒体上以企业宣传为目的的一种文体，内容可以是新品发布、高层升迁、获

奖信息，或企业的销售业绩。记者可能受到新闻稿启发来确定采访选题。作为基础的公关工

具，新闻稿有着固定的文体格式。 

 

拟定新闻标题的一二三 

 

• 一要吸引读者； 

• 二要使用现在时（针对英文稿件） 

• 三要包含公司名称并体现新闻稿主题 

 

如何写正文？ 

 

• 导语的第一句话要能直接了当地抓住读者的注意力，接下来的一两句话对内容进行

解释。 
• 导语要紧凑，避免使用过长的句子和段落。避免重复和术语。 
• 导语第一段包括两三句话，对全文内容做出概括。在信息化的世界里，如果首段不

能吸引记者和读者的注意，他们不会有兴趣读下去。 
• 正文应该包括企业高层的引言，因为记者和读者都喜欢读到个人观点。 
• 稿件的新闻价值越高，越容易被记者选中。所谓“新闻价值”，指的是信息对某个

特定市场的意义，以及能否吸引读者。 
• 列举事实。新闻稿可以包括活动、产品、服务、人、目标、计划和项目等信息。文

中的事实要尽量详尽。 

 

撰写公司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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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分的标题应该是） -- 关于某某公司接下来的段落中用一段或两段来形容你的公司，大

概包括 5、6句话的长度。内容包括： 

 

• 公司总部所在地 

• 属于哪个行业 

• 公司 近的获奖情况。 

• 公司员工人数。 

• 在结尾，请一定提供链接，指向公司的网站。 

• 如果公司有专门的媒体中心页面，特别是那些有联络方式和媒体工具包的网址，一定

要记得提供 URL 地址。 

 

媒体联络人 

 

如果新闻稿确实具有新闻价值，记者肯定需要更多的信息，采访更多的人； 

 

联系人必须是了解新闻稿信息的人，联系方式包括：姓名、职位、公司、电话、传真和电子

邮箱地址。（是否包括手机和办公室地址可以视情况决定。不要随便确定联系人，要保证你

的联系人了解情况，而且有空回答提问。） 

 

几个诀窍 

 

• 在文章标题、副标题和正文第一段里都写上公司名称，这样既可以提高新闻稿的搜

索引擎优化效 果，也能加深记者和读者对公司的印象； 

• 大量阅读网上的各类新闻稿，可以帮助你了解新闻稿写作的语言习惯、结构和文体； 

• 新闻稿没成文之前，别浪费时间写标题。标题可能是你吸引读者眼球的唯一机会。

标题力求简洁、平实。 

• 永远都要记住，媒体编辑的工作繁重而且人手匮乏。如果你能让他们的日子好过些，

你获得媒体报道的机率也会增加。如果你的新闻稿里充满了广告信息、违规格式，

而且还错字连篇。编辑们很可能会丢下你的稿件，直接去看下一篇新闻稿，反正他

们要看的稿子多得是。 

• 不要在导语部分写一些关于贵公司的浮夸字句（比如，XYZ 公司是世界领先的为欧

洲皇室生产小器具的厂商。）很多的新闻稿都说自己的公司是领导者，不过编辑们

总会把这样的话删掉。就别再为了这个浪费编辑的时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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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作风格要求 

 

写一篇专业、高水平的新闻稿并非一件简单的事。以下是撰写新闻稿要注意的事项： 

 

• 直述要点，并用名言或证据支撑。 

• 恰当使用语法和标点符号。 

• 遵循 5W+1H 原则。 

• 确保电话号码和网址准确无误。 

• 写完以后读一读。 

• 引用名言来表明意见或关系。 

• 注明联系人名称、新闻稿发布时间、网址和电话号码等。 

• 新闻稿发出后，确保手机处于畅通状态。 

• 保持新闻稿的客观性。 

• 避免使用如我、我们、你、你们等代词。 

• 不要采用吹捧或夸张的言论，但一定要让读者知道你在行内的地位。 

• 一定要在 后一段中正式介绍公司的相关信息。这部分的标题 好是“关于 XXX 公

司”。 

 

 

 
 
 

附 录 
 
如您需要撰写新闻稿，请填写《美通社新闻稿撰写服务信息搜集表》 
 
下笔写作前，确保新闻稿撰写服务信息单上的所有项目搜集完整，不可漏项，准备稿件撰写

所需的全部信息，包括： 
 

• 清晰的新闻稿主题 
• 基本信息：时间、地点、人物、事件、起因结果 (5W1H)，引言和分析等。 
• 其他信息：图片、视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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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通社新闻稿撰写服务信息搜集表 
                             

请完整填写如下表格，以确保编辑团队能够获得           您所需发布新闻稿的各项信息，并在 短的时

间内完成新闻稿的撰写。如未能提供如下信息，                将可能导致新闻发布的延误和新闻价值的

缺失。因此，全面的新闻相关信息将有助于                  编辑团队撰写出更具新闻价值的稿件，供媒

体和相关在线发布机构使用。 

 

 

 

 

 

 

 
如您不能提供如下信

息，我们建议您重新衡

量本次新闻稿发布的

原因和目的，或者推迟

本次新闻稿发布。 

记住，超过 95%的记者

表示他们更愿意采用

有图片的新闻。添加恰

当的图片后，你要传达

的信息会更清楚、更引

人入胜么？ 

 

 

 

 

 

 

 

 

 
 

 

 

 

 

 

 

 

 

新闻稿发布原因： 
（是否具有新产品/服务发

布、合同签订、业务扩展等发

生于特定时间、地点的新闻事

件？如有，请提供尽可能多的

细节，这将构成新闻稿的核心

内容。您可以以项目列表的形

式提供这部分信息。） 

 

 

 

 

  
 意义： 
 

 

 

 

（您认为本次新闻稿发布对

您所在公司的重要性是什

么？您可以以项目列表的形

式提供这部分信息。） 

 

 

 

 

 

 

 

 

 

 

地点（城市）： 

（新闻事件发生地/公司总部

所在地是哪里？） 

 

 

 

 
 

 消息来源/公司名称： 

（新闻稿由谁撰写发布？） 



 

- 264 - 

 
新闻稿写作案例书 
- 新闻稿写作注意事项

 

 

 

 

 

 

 

 

 

 

 

 

 

 

 

 

 

 

 

 

 

 

 

 

 

 

 
 

关键词： 

（请为新闻稿选定关键词 – 

可包括：产品名称和相关词语，

例如，如果您是一家中国国内

旅行社，关键词可选：“中国

度假目的地”等。您可以以项

目列表的形式提供这部分信

息。） 

 

引言： 

（请提供一到两句公司高层——

如董事或创始人 ——就此事件的

发言或评论，并请提供真实姓名、

职位和所在公司名称。） 

 

公司网址： 

（请提供公司网站的链接。）

 

其它相关网址：  
（是否可提供其它相关网址，

如产品信息页面等？） 

  

 公司简介： 

 

 

 

 

 

 

（请提供一段简短的介绍公司

概况的说明文字或详情列表，

应包括：公司名称，主营业务，

公司所在地，曾荣获何种奖项

或重要产品等。您可以以项目

列表的形式提供这部分信息。）

 

 

 

 

 

 

 

 

 

 

媒体联络方式： 

（请提供正确的联络方式供媒

体获知更多相关信息，联络方

式应包括：至少一名联系人的

姓名、电话号码和电邮。） 

 

 

 

 

 

 

 

如对此表格或者所需提供新闻稿信息有任何疑问，请联系美通社编辑部: 

电话：010-5953-9511    电邮：cnhubs@prnewswire.com    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我们向世界讲述您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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