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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宝骏汽车携手上汽通用汽车金融公司（GMAC）为缓解广
大消费者资金压力，推出一款以“伙伴‘0’负担，幸福随心享”
为主题的车贷业务。本次活动涵盖目前宝骏旗下全系车型。消

费者凡通过 GMAC进行贷款购买宝骏汽车，即可享受首付低
至 8888元、日供最低 2元以及最高 5075元补贴等优惠措施，
真正实现购车“0”负担。即日起，消费者可以根据自身情况，直
接在 4S店办理，也可通过宝骏官网或 GMAC官网申请购买自
己的爱车。

皮尔博格投产汽车废气再循环系统

德国 KSPG 集团旗下的皮尔博格中国有限公司，近日在
昆山的生产基地建成投产。作为国际知名汽车零件供应商，该

公司开始在华生产废气再循环阀门和电子节气阀，不久的将

来还会生产电磁阀。皮尔博格（PIERBURG）总部位于德国诺
伊斯市，活跃在国际汽车零配件市场已有百余年历史，是全球

汽车制造业长期的研发合作伙伴。“我们的目标，是用我们

在节能减排领域丰富的专业知识，陪伴中国一起实现新的尾

气排放标准，减少污染。”KSPG 集团首席执行官 Dr. Gerd
Kleinert博士介绍说。 （嘉登）

米伦松推最先进瓦楞纸板输送带

全球主要的工业纤维产品制造商德国米伦松公司，在即

将在上海举办的中国国际瓦楞展上展出其生产的世界上最先

进瓦楞纸板输送带，其卓越性能将为中国市场的厂家带来众

多的竞争优势。米伦松的瓦楞纸板输送带是针对瓦楞纸板生

产流水线而研制的，专用于双面机，在纸板输送、平直运行、压

力均匀分布至热板以及确保最佳纸板干燥度方面，都具有优

越的性能。作为全球瓦楞纸板输送带的著名市场领袖，米伦松

在去年 11月成立了中国子公司，旨在开拓中国市场潜在增长
机遇。 （嘉登）

ABB公布其高效节能产品最新数据

2013年 3月 22日 , 电力和自动化集团 ABB 公布了其高
效节能产品在华的最新节能数据。10年来，ABB向国内客户
提供的变频器累计节电达 1570亿度，按 2012年北京市居民
阶梯电价第一档水平计算，相当于 5600万家庭 1年的用电
量。而 ABB 高效电机产品仅去年 1 年即帮助国内客户节电
2.4亿度，相当于减少 20万吨二氧化碳的排放量。ABB北亚区
及中国可持续发展事务负责人韩愉表示：“ABB 积极投身环
保事业并组织员工参与其中，以各种实际行动支持中国的可

持续发展和环境保护事业。” （王芳）

陈木香《资治通鉴书法卷》出版发行

由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中国南方文化信息传播中心、新

华网书画视频制作中心共同主办的《资治通鉴书法卷》出版发

行新闻发布会暨陈木香个人书法展 3月 23日在全国政协礼
堂举行。会上，著名书法家陈木香创作的《资治通鉴书法卷》小

楷书法长卷全长 6000米，古版线装全套共 92册，已由中国广
播电视出版社出版发行。据悉，为了弘扬民族文化和民族精

神，陈木香准备将《党的文献书法卷》和《资治通鉴书法卷》这

两项文化工程全部献给国家。 （丁元利）

中国质量信用年度企业表彰工作启动

日前，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家质量信用自律体系及

组织建设”课题组联合中国产品质量协会面向全国开展

“2012—2013中国质量信用年度企业、中国质量信用年度人
物”表彰工作，旨在树立产品质量信用企业典范，分享企业先

进的管理理念及成功经验，为建设质量强国做出了突出贡献。

据了解，获得首批中国质量信用年度企业及个人奖的个人分

别为：涿神有色金属加工专用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孙书亭、上

海好成食品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张法政等。

中铁一局四公司搭设第一孔移动支架

3月 12日 , 中铁一局四公司鄂绒项目部承建的鄂尔多斯
电力冶金铁路专用线跨 109国道大桥成功搭设第一孔移动支
架，标志着该大桥已经进入实质性节拼法施工阶段。中铁一局

四公司鄂绒项目承建的鄂尔多斯电力冶金铁路专用线跨 109
国道大桥全长 441.83m，为连续钢构预应力混凝土简支梁桥，
采用节拼法施工。由于冬季无法施工，3月初人员陆续返场，
根据业主对施工进度要求，项目部立即对全线施工任务进行

了全面排查，对重点工程制定详细的施工方案，该梁段已经全

部就位并进入精调阶段。 （金小波）

宝骏携手上汽通用新推定制化车贷

（上接第十版）

2009 年，美国以 6240 亿立方米

的天然气产量首次超过俄罗斯，成为

世界第一大天然气生产国，并从天然

气进口国成为潜在的天然气出口国，

由此导致了 2009 年国际天然气价格

大幅下跌。

为美国带来好运的页岩气开

发，似乎离中国企业越来越近。

“常规的能源价格上调之后，对

非常规的能源开发会带来好的影

响，现在，非常规的能源价格比较

贵，政府把低价的上调后，相对而言，

原来贵的就没有那么贵了。”林伯强

告诉记者。

事实上，有效的天然气定价改革

机制能够给我国页岩气开发提供比

较好的发展环境。当然，页岩气的开

发反过来可以增加天然气供应，减少

国内天然气价格的上涨压力。

对此，中海油能源经济研究院首

席研究员陈卫东同样表示认可，“这

个比例的提高和我们整个产业架构

的转型，还有整个能源体系的市场化

应该配套，你要说中国的页岩气是比

较丰富的，如果我们天然气的价格不

改，我们这种行业垄断的机制不改，

谁去投资页岩气啊？”

中国步入能源高成本时代

不经意间中国已进入“能源高

成本时代”，随着水、电、煤炭、石油

这些传统能源价格的上调，无疑，对

相关企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挑战。

而这一次，企业面临的是，天然

气价格上涨后大大增加的企业成

本。

林伯强告诉记者，“近几年，随

着水、电、石油的纷纷调价，中国已经

进入了能源高成本时代，能源类价格

上调是必然的，因为能源最基本的性

质就是不可再生性，越用越少，东西

越少自然价格越贵。”。

长期以来，我国能源价格长期扭

曲，能源商品定价不合理，导致能源

配置效率低下。

“能源高成本时代的来临，相关企

业需要尽快改变经济增长方式，只有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才能成为市场主体

的必然选择。”林伯强如是说，因为，能

源商品的市场价格已经提高到让那些

低效率的产业和企业无利可图。

事实上，中国长期维持高消耗、

低效率、高污染的增长方式，其中重

要的原因就是能源商品低价政策和

环境监管不到位提供了资源依赖型

的发展环境。

有专家认为，中国政府应想尽一

切办法增加供应，这不仅限于挖掘国

内油田的潜能，也不仅限于“走出

去”，而是应该加大可再生能源的开

发力度，从根本上降低对不可再生能

源的依赖。

天然气价格上调推高能源成本

近日，一女生通过微博反映使用

在聚美优品购买的倩碧黄油产品后，

出现皮肤过敏现象。此后，微博不断

有人通过图片对比等方式，质疑在聚

美优品购买到假货。此前，自称聚美

优品前员工的网友在天涯社区爆料

称聚美优品的大牌化妆品出自广东

某山寨专业地，假货比例高达 90%，
为增加可信度，帖子还出示了部分聚

美优品化妆品的采购单。

随后，聚美优品副总裁刘惠璞及

总裁陈欧先后发微博澄清，此事件为

竞争对手恶意为之。尽管如此，在微

博评论中可以看出，该事件依然令不

少聚美优品的消费者惊讶和茫然。

聚美优品的产品也受到同业者

的质疑。嗨淘网总经理孙振坤在其微

博发表长微博，表示质疑聚美优品

产品真实性。不过，孙振坤本人因该

条微博发布日期选在聚美优品“三

周年大促日”前一天，其动机也遭到

质疑。

在聚美优品网站可以看到，雅诗

兰黛、迪奥等大牌产品平均以七折左

右的价格受到不少人的追捧。

但记者走访多家商场化妆品柜台

时，上述国际品牌表示不能保证网络进

货渠道，也不能提供网络购买产品的真

伪验货。“有些高仿产品只能用专业仪

器才能检测，仅仅通过人眼是看不出来

的。”一国际品牌导购员告诉记者。

记者注意到，在 3月 12 日，一个
名为“美妆 315”的微博悄然诞生。该
微博以发布和转发网友购买化妆品

问题为主要内容。其中涉及渠道不乏

聚美优品、乐蜂网等知名电商。

随着近年来电商的飞速发展，化妆

品也从专柜飞到线上销售。有数据披

露，仅以 2012年 9月为例，包括天猫和
淘宝在内，淘宝上的化妆品店铺已超过

25万家，每日成交商品近 300万件。
今年 3月 1日，在聚美优品三周

年庆的“大促日”当天，其 CEO陈欧微
博中向消费者“致歉”，由于访问量过

多致服务器一度瘫痪。与此同时，乐

蜂网的“桃花节”也已进入第三季，极

具吸引力的促销手段招致大批女性

消费者蜂拥而至。

随着网购数量增长的突飞猛进，

也催生了问题的增长。据中国消费者

协会公布资料显示，2012年，在全国
消协组织受理销售服务投诉的 39005

件中，网络购物投诉 20454件，占销售
服务投诉量的 52.4%。
“在国内网络渠道上，假货百分

之百存在。”上海万擎商务咨询有限

公司 CEO、电商观察家鲁振旺接受
《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说，“目前

化妆品假货主要集中在中高端产品，

中低端产品相对较少。”

“大部分消费者没有分辨能力，

其所谓证据不足以证明什么，而仅靠

商家自律也不是长久之计。”鲁振旺

进一步解释。他认为，由于线上化妆

品销售毛利远大于线下销售，巨大的

商业利益驱使一部分非主流化妆品

电商置信誉和责任于不顾。“国家相

关部门应该介入渠道，从法律效用方

面进行约束，才能对整体行业起到更

加规范的作用”。

假货占比高达 90%？
聚美优品指责同行抹黑
本报记者 赵雪

本报记者 张骅 张晓梅

3 月 16 日，江淮汽车舞动中
国———瑞风 S5 大型车舞表演暨 S5
车王挑战赛在安徽合肥首站开演。这

是自和悦飞行秀之后，江淮汽车倾力

打造的又一体验平台，同时也是除专

业的越野赛外全国首个 SUV 车型的
大型特技车舞表演及全国首个 SUV
车型驾驶挑战赛。

车舞表演场上，只见车手们驾驭

着瑞风 S5在湿滑的地面上随着音乐
完成高速蛇形、漂移入库等高难度动

作，现场爆发出阵阵喝彩。完成这些

高难度动作，不仅需要车手们有着精

湛的车技，对汽车的性能要求也非常

高。

而最精彩刺激的莫过于车王挑

战环节，当 6位车手们驾驭着瑞风 S5
在湿滑的地面上，作出 360度旋转、
甩尾停车入库时，现场呼声更高。能

在湿滑的地面上作出如此高难度动

作，不仅说明了车手技艺高超，更多

的则是证明了江淮瑞风 S5出色的操
控性和稳定性。这得益于瑞风 ST采
用的经过莲花技术调校的“五星底

盘”，为瑞风 S5 提供了卓越的稳定
性。

活动现场还专门为到场嘉宾设置

的专业试驾体验环节。直线加速、紧急

变线、上下坡道、低速弯道、紧急制动

以及蛇形绕桩等精彩项目，让观众们

也亲身体验了一回赛车手的感觉。

在车舞和车王挑战的环节中，除

了我们看到瑞风 S5卓越的操控性和
稳定性，其安全性能也不容忽视。在

最重要的安全性方面，瑞风 S5按照
C-NCAP 最新标准，在国家机动车检
测中心历经多次碰撞试验，并不断提

升安全性能，整车 C-NCAP碰撞超过
50分，获得国内同级别汽车碰撞最高
分。

据江淮汽车介绍，本次活动是江

淮汽车舞动中国的首秀，后续的精彩

还将在全国重点城市陆续展开。“今

天我们真是大饱眼福，通过这些特技

表演，瑞风 S5 的操控性、稳定性、安
全性等方面的优势表现得非常好。在

自主品牌之中，很少有像瑞风 S5这
样出色的表现，这也使得我对自主品

牌 SUV更加有信心。”一位现场的观
众这样表示。

江淮瑞风 S5舞动中国首秀

3月 15日，北京市海淀区紫竹
院工商所的三名工作人员，来到位

于中关村南大街的理工科技大厦，

为该写字楼内的企业进行了上门

年检服务。“我们这里有 200多家企
业。”北京理工创新物业管理有限

责任公司董事长李希荣告诉《中国

企业报》记者，“为了更好地给企业

服务，我们每年都邀请工商所的同

志过来进行现场年检。”

“我们上门对一家企业进行年

检，前后不过十几分钟。”紫竹院工

商所的徐攀表示，“有什么问题当

场就可以解决，比如缺什么材料他

们上楼就能取，不用来回跑。”国都

证券中关村营业部的综合负责人

吴学银告诉记者，自从五年前有了

上门年检以后，确实方便了很多。

“我已经在这里干了十年了，‘上门

年检’实行前后感觉变化非常大。”

吴学银表示，“以前都是我和会计

抱着账本跑很多回，现在下楼就能

把事情都办完了。” 据了解，理工

科技大厦与紫竹院工商所联合进

行的“年检上门”服务，已经实施五

年了。

工商所“上门”年检
本报记者 彭涵 林瑞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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