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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上汽通用五菱刚刚以
2040007 辆的销售成绩超额完成
2015年度销售计划。其中，旗下由
五菱宏光全系产品及宝骏 730组成
的强势MPV阵营共获得逾100万辆
的傲人成绩。

作为国内首款10万元以内7座
家用车，宝骏730在2015年12月火
力全开单月销量突破 4.7万辆，持
续领跑国内7座家用车市场。

年销量突破32万辆，真正大家
庭的选择。宝骏 730开发前经过了
大量的市场调研，充分满足了大家

庭用户对于7座家用车的使用需求，
开辟了10万元内7座家用车的新蓝
海。一上市，便受到了消费者的认
可，截至2015年12月，宝骏730已
经累计销售44万辆，以月均2.68万
辆奠定了宝骏730在该细分市场的领
先地位。

宝骏730拥有超大的乘坐空间及
储物空间、贴心的实用配置、首款
10万元以内五星安全MPV车型、超
过2800家销售服务网点、诸多国际
大牌供应商，再配以6.98万元-8.98
万元的亲民价格，都让这辆超高性价

比的MPV，真正走入中国家庭。
完全围绕用户的用车需求而开

发的宝骏 730不仅获得了消费者的
认可，使整个宝骏品牌得到了新的
发展，同时开辟了10万元内7座家
用车的新蓝海，成为众多新老车型
竞相模仿的标杆产品。可以预见，
在宝骏 730的引领作用下，7座家
用车市场将步入更具价值竞争的发
展，同时为消费者带来更多家庭化
的用车选择。

本报记者 高亚华
实习生 吴海刚

单月销量破4.7万 宝骏730再创佳绩
近日，大骨面 《名嘴 K 歌

秀》华丽落幕，名嘴陈琨问鼎歌
王。借势节目的影响力，大骨面
演绎了一场“娱乐+公益”的创
新营销大戏。

随着《名嘴K歌秀》收视率
连创新高，独家冠名商大骨面抢
得娱乐营销的头彩。在节目现
场，无论是现场布置，还是主持
人开场白，抑或是名嘴和点评嘉
宾的对话，都深深地打上了大
骨 面 的 烙 印 。 在 《名 嘴 K 歌
秀》结束的次日，“暖冬”公益

活动启动，大骨面相关负责人
为孩子们送上了 10万元公益基
金，让人们感受到大骨面浓浓
的 爱 心 。 大 骨 面 通 过 公 益 营
销，将“大骨面，河南更多人
吃的方便面”信任状信息传达
到了消费者心里。

《名嘴 K歌秀》在河南观众
中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和号召力，
大骨面与《名嘴K歌秀》展开合
作后，实现了品牌和销量的双
赢，开创了方便面行业营销新篇
章。 （广 文）

大骨面冠名《名嘴K歌秀》完美收官
“娱乐+公益”营销模式成就新典范

记 者 26 日 从 中 央 气 象 台
获悉，随着寒潮过程基本结
束，全国大部地区开始逐渐
回暖。

中央气象台监测显示，26
日早晨，全国大部地区处于回
暖状态，较 25日同时刻气温普
遍上升 2℃至 5℃，其中湖南中
北部、四川西北部等地升温 6℃

至 11℃。气温 0℃线已北抬至福
建北部、江西中北部、湖北南
部一带。

但是，寒潮虽然结束，冬
雨又将到来。中央气象台预
计，从 27日开始至 29日，我国
南方大部地区将迎来一次明显
降雨过程，其中江南中南部、
华南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

雨，局地有大暴雨。26日白天
到夜间，江西南部、湖南南
部、广东西部、广西东部以及
云南西部等地有中雨，局地大
雨。

随 着 冷 空 气 的 离 开 ， 华
北、黄淮等地还将出现短暂的
雾霾天气。预计从 26日夜间开
始，华北中南部、黄淮、陕西

关中等地静稳天气将逐渐发
展。27日，华北中南部、黄淮
北部等地将出现中到重度污
染，并伴有轻到中度霾。从 28
日开始，受偏东路冷空气影
响，华北中南部、黄淮、陕西
关中、东北地区中部等地空气
污染气象条件逐渐转好。

据新华社

再见了“速冻君”！
寒潮结束，全国大部逐渐回暖

沪深两市在原油回调和外
围市场下跌的影响下低开并一
路向下，跌幅均逾 6%。沪指失守
2800点，创 13个月来新低，深指
跌破万点大关。

当日上证综指以 2907.72点
低开震荡盘整，午后快速跳水，
下跌 188.72点，报收 2749.79点，
跌幅达 6.42%，创年内第三大跌

幅。
深证成指也同步大幅下挫，

跌破万点大关，报 9483.55点，跌
708.98点，跌幅达6.96%。

创业板领跌两市。创业板指
数下跌 164.78 点，以 1994.05 点
报收，跌幅高达7.63%。

股市大幅下跌，仅50余只个
股飘红，再现千股跌停。不计算

ST 个股和未股改股，两市有 10
只个股涨停，约 1100 只个股跌
停。

指数大幅下跌，无一板块幸
免，全线下跌。银行、保险跌幅较
少，板块跌幅约 5%；互联网、软
件服务、医疗保健、商贸代理等
多板块逼近跌停，券商股跌逾
9%，华泰证券、国海证券、东吴证

券、山西证券等10只股跌停。
伴随着股市下跌，沪深两市

量能放大，分别成交2126亿元和
3105 亿元，总量放大到 5200 多
亿元。

沪深B指同样难以幸免。上
证 B 指跌 4.90%至 341.36 点，深
证B指跌3.80%至1131.88点。

据新华社

沪深两市跌逾6% 再现千股跌停

印度阅兵
1 月 26 日，印度通信兵

部队参加在新德里举行的共
和国日阅兵仪式。

印度26日在首都新德里
举行阅兵式，庆祝共和国
日。1950年1月26日，印度
议会通过了共和国宪法，建
立印度共和国。1 月 26 日这
天因此被印度确定为共和国
日。 新华社发

马来西亚交通部长廖中莱
26日发布声明说，经过马来西亚
和泰国两国人员的检验证实，近
日在泰国南部海岸发现的残骸
不属于马航370航班客机。

声明说，根据调查人员的详

细报告，残骸上的一系列编号与
波音 777客机不符合，并且它的
零件编号也未列入马航波音777
客机的零件图解目录手册中，因
而调查团确定该残骸不属于马
航370航班客机。

泰国当地居民近日在该国
南部沿海地区发现一块2米宽、3
米长的疑似飞机残骸，引发人们
对该残骸是否来自马航370航班
客机的推测。

2014年 3月 8日，从马来西

亚吉隆坡飞往中国北京的马航
370航班客机失踪，机上载有239
人。2015年 1月 29日，马来西亚
民航局宣布该航班客机失事，并
推定机上所有人员遇难。

据新华社

马来西亚说在泰国发现的残骸不属于马航

时事扫描

河南禹州

猥亵多名女童
60岁教师被判6年

河南省禹州市人民法院近日审
理了一起教师猥亵儿童的案件，小学
教师董某多次猥亵自己班级的女学
生，被一审判处有期徒刑6年。

法院审理查明，现年 60岁的男
教师董某，在禹州市某小学任小学教
师。2014年以来，董某多次在校园内
借纠正女学生做眼保健操姿势，或借
学生背书之机摸女学生秦某某、严某
甲、严某乙的胸部。在被害人亲属得
知董某多次摸其女儿胸部后，于
2015年6月1日前往派出所报警。

禹州市法院审理后认为，被告人
董某猥亵儿童，其行为已构成猥亵儿
童罪。 据新华社

叙利亚

政府军收复
南部战略要地

据叙利亚通讯社 26日报道，叙
政府军当天收复了南部德拉省的战
略要地谢赫米斯肯镇。

叙利亚观察人士认为，谢赫米斯
肯地理位置重要，连接叙南部多地。
叙政府军控制该镇后，将切断活跃在
德拉省的反对派武装的补给线路，也
能保障德拉市与首都大马士革间的
交通顺畅。

叙政府军近来在多条战线取得
军事进展，频频收复失地。本月 24
日，叙政府军在北部省份拉塔基亚收
复了反对派武装在该省的重要据点
拉比耶镇。 据新华社

俄罗斯

一架米格-31坠毁
该型战机暂停飞

俄罗斯一架米格-31战机 25日
在执行训练任务时坠毁，空天部队
宣布在事故原因查明之前暂时停飞
该机型战机。

初步调查表明，战机坠毁的原
因是技术设备失灵。 据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