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0 年 8 月 26 日，联
想集团在山东省邹平县魏桥
镇启动主题为“用联想电
脑，圆生活梦想”的全国圆
梦万镇行活动。

魏桥镇联想专卖店的开
业，吸引了不少当地村民的
眼球，不少村民表示，像这
样大规模的电脑专卖店在当
地还是第一家。以前买电脑
要跑到县城甚至市里，现在
可以放心的在本地购买了。
联想集团副总裁赵斌还在现
场举行了签名售机活动，购
买者十分踊跃，现场一度排
起了长队。随后，联想圆梦
万镇行活动的启动仪式在当
地最大的体育场内举行。在
当地县、镇级领导及联想领
导的见证下，联想圆梦万镇
行活动正式启动。活动现
场，热衷于公益事业的联想
集团还为当地部分贫困学生
赠送了购书卡。

对于联想圆梦六年取得
的硕果累累，赵斌总结了三

大成功法宝，包括：深刻把
握农村市场发展的脉搏以及
对农村市场开拓的前瞻谋
划、对农村市场的持续投入
和敢于投入、在农村市场的
强执行力。同时，他表示：
“我们有决心有实力能做
深、做透农村市场，继续扩
大联想在农村市场的领先优
势！”

据悉，“圆梦计划”是
联想自 2004 年以来针对县
镇地区用户所推行的一项重
要战略，致力于缩小城乡数
字鸿沟，持续助力中国农村
的发展。经过多年的积累，
联想已经实现从“千县行”
深入到“万镇行”。联想将
凭借全球领先的技术研发实
力，以及对农村用户的深刻
洞察，坚持为农村用户带来
具有国际品质的电脑产品以
及专业优质的服务，以实际
行动实践自身对全国7 亿农
民的承诺，为农村经济发展
和信息化建设贡献力量！

联想启动圆梦万镇行
跑步下乡便农惠农

为了紧急救助舟曲因灾致
贫的中小学生和今年新录取的
大学生，支持遭受特大泥石流灾
害的舟曲县迅速恢复和发展教
育，8 月 27 日上午，富士康科技
集团所属赛博数码广场与中国
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签署了赛博·
希望工程舟曲助学协议。

赛博数码广场此次助学行
动包括：为舟曲城关一小、城关
二小、县电大站各捐建一间赛
博·希望工程网络教室共 100 台
电脑设备；中国青少年基金会授
权赛博数码广场在其覆盖全国
的 34 家数码广场开展为期一个

月的募捐义卖活动，时间：九月
一日至九月三十日；所募资金全
部用于舟曲因灾害家庭困难的
新入学大学生及因灾害需异地
上学的中小学生；

赛博数码广场相关负责人
表示，此次参与希望工程舟曲助
学行动，不仅公司、员工要捐款，
还将动员公司的商业伙伴、消费
者参与舟曲助学活动。同时，赛
博在其所覆盖的城市将为舟曲
的今年新入学的贫困大学生提
供勤工俭学的工作岗位；

台湾著名的马拉松运动员林
义杰先生作为赛博的公益形象代

言人向全社会发出倡议：关注舟
曲，关心学子！请奉献你的爱心。

让我们点亮希望、携手并
肩、坚定信心、戮力前行！

风雨同舟 爱心传递———
我们在行动！舟曲加油！
全国统一捐赠账号：
户名：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
开户行：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市分
行东四南支行
账号：0200001029014484859
本次活动官方网站：http ：//
gongyi . cybermart . com. cn
青基会官方网站：h t t p ：/ /
www.cydf .org . cn

风雨同舟，爱心传递———

赛博·希望工程舟曲助学募捐义卖活动

8 月 31 日，索尼(中国)
在 2 0 1 0 年 索 尼 秋 季
BRAVIA 新品发布会上一举
推出了三个系列，五款全新
的3D 高清液晶电视机。新款
电视机覆盖 40、46、55、60
四个尺寸，延续了索尼浑然
天成设计和成熟的 2D 画质
技术，提供优异的3D 画面表
现，并首次搭载凸显环保节
能理念和人性化设计的智能
状态感应功能。此次新推出
三个系列新款高性能 3D 液
晶电视机，加上此前发布的
HX800 系列，索尼目前在中
国上市的 3D 液晶电视机产
品已经覆盖四个系列，七个
型号。

浑然天成，2D 画质巅峰
之作

LX900、NX810、NX710
系列液晶电视延续索尼浑然
天成设计理念，采用索尼新
一代绚丽黑耀面板，在低反
射深黑面板上再添树脂层以
减少杂质，使画面得到精准
局域控光，明亮光照下也能

呈现丰富的画质。设计上让
整体电视观赏环境更富于创
意、时尚和品质感。同时独特
的可选6 度后向倾斜设计令
电视观赏体验更为舒适。

全面加速 3D，创造以客
厅为中心的全方位 3D 数字
娱乐体验

索尼是目前全球唯一一
家能够提供完整 3D 解决方
案与产品的厂商，引领着从
镜头到客厅的完整 3D 技
术。从3D内容制作到3D 内
容播放，从软件到硬件，索
尼目前在 3D 各个领域都有
着丰富经验和产品线，横跨
商业与民用领域，覆盖广播
电视、数码、IT、游戏等众多
产业。

索尼加速布局3D 电视

无数影迷翘首以待的
3D 版《怪物史瑞克 4》终于
登陆内地影院，继《阿凡达》
后再次掀起 3D 电影热潮。
3D 电影热刺激了 3D 体验
需求的不断增长，但从全球
范围来看，随着 3D 体验需
求的迅速增长和硬件设备
的不断完善，3D 电视的进
一步普及也面临着一定的
瓶颈。基于这种现状，对于
3D 内容的布局已经成为彩
电厂商以及关联行业的兵
家必争之地，而各种 3D 内
容解决方案也在不同层面
上崭露头角，为消费者的
3D 体验提供了丰富的选
择。

《怪物史瑞克 4》曾一
度推迟在国内的上映时间，
如今被吊足了胃口的国内
动画迷、3D 迷们终于大饱
眼福。在推出 3D 影片的同
时，梦工厂也一直在进行
3D 化部分优秀影片的工

作。由于三星在其 3D 产品
开发阶段，就开始与梦工厂
共同合作，充分收集了有关
色彩、噪音、3D 效果等方
面的反馈，因此在 3D 蓝光
Title Authoring 的制作方
面，梦工厂选用了三星的
3D 电视作为基准，这意味
着三星 3D 电视用户可以
看到效果最佳的梦工厂3D
优化内容。

随着 3D 产业的快速
发展，2010 年大量 3D 电
影新片陆续上映，各大影院
对于 3D 技术的安装需求
持续增长，同时广电总局
和工信部也在积极推进3D
应用及标准制定问题，国
内的 3D 行业标准有望年
底出台。随着产品链和内
容源的不断完善， 3D 行
业的发展已经驶上快车
道，而作为行业领军企业
的三星，必将引领 3D 行
业的全面变革。

《怪物史瑞克4》再掀热潮

3D 产业驶入快车道

近日，海信集团发布了旨在引领
产业绿色发展的《海信绿色发展纲
要》，将绿色发展融入企业愿景及战略
规划，承诺将以绿色科技为支撑，立足
自主创新，着力现有产业的绿色发展，
在“以卓越的产品与服务满足顾客的
需求，提升人类社会生活品质”的同
时，继续为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
环境、促进我国消费电子产业的可持
续发展做出自己更大的贡献。

海信多媒体研发中心副总工程师
曹建伟介绍，截止目前，海信平板电视
在绿色节能领域的专利有 600 多项，
位居业内前列。通过采用“动态背光控
制技术”、“低耗能待机设计技术”以及
整机系统设计的优化，再加上自主开
发生产的新一代液晶模组，运用高效

LED 光源、高效增亮膜、增加像素的开
口率等一系列自主研发的平板电视节
能新技术的应用，海信蓝擎系列 LED
液晶电视不仅集超薄、色彩绚丽于一
身，而且较普通液晶电视实现平均节
能 40%。并且采用了国内领先的双色
注塑工艺，应用可回收的环保材料，实
现了产品的“真正绿色”。

海信蓝擎 LED 液晶电视、蓝擎
3D-LED 液晶电视是今年上半年引领
平板电视市场潮流的高端产品。致力
绿色科技，海信对彩电市场趋势的准
确把握和持续创新，都走在了行业的
最前列，截止目前海信已连续第 7 年
稳居中国平板电视市场的龙头地位，
在LED 液晶电视市场领域，海信更是
以独占三成的份额成为市场冠军。

致力绿色科技 海信引领技术创新方向

如果说绚烂至极的 3D
电影《阿凡达》拉开了 3D 热
潮的序幕，那么首次采用
3D 信号转播的 2010 年南
非世界杯，无疑为 3D 时代
的到来再次增加了助推剂，
我们发现3D 原来距离我们
并不遥远。LG 推出的集合
3D 显示技术、Full LED 背
光源和至薄超窄设计于一
身的 3D 电视机，将 3D 搬

入您家的客厅，为您开创无
边“视界”，尽享身在现场的
精彩。

作为全球最先问世的
FULL LED 3D 电视，LG
3D 电视采用了革新性的
FULL LED 背光源结构。
这一最新技术充分融汇了
矩阵式 LED 技术和边缘式
LED 技术的优势，将 LED
背光源均匀分布于整个屏

幕，使得色彩表现更
精准，色域更广，色
彩饱和度更高；而均
匀 分 布 于 屏 幕 的
LED 背光源，还可
根据影像信号和图
像敏感调节局部区
域发光量，每个区域

均可单独关闭或亮启，极大
提高画面对比度和亮度，使
得暗黑更黑，鲜亮更亮。如
此强大的背光技术与一流
的 3D 技术相配合，会呈现
出清新亮丽、无与伦比的画
质体验。

在先进的 FULL LED
背光源技术的基础上，LG
3D 电视机全面采用 IPS 硬
屏，超快的响应速度有效减
少拖尾现象，让您的影视体
验更加流畅真实。不仅如
此，LG 新品 3D 电视更拥
有近千万级的动态对比度
以及 400Hz 的画面刷新率，
其 3D 画面无疑将给观赏者
带来“身临其境”的心灵冲
击和心旷神怡的视觉震撼。

不仅仅是功能强大，强
调“智能科技”和“时尚设
计”相融合的LG，在新品电
视的设计上更是下足了功
夫。新品 3D 电视秉承 LG
独有的无边框设计及 ICM
注塑技术，为用户带来至薄
机身与超窄边框，机身厚度
仅为 2 . 33 厘米，边框宽度
不足 1 厘米--在 55 英寸的
超大屏幕下，这种超窄、纤
薄的设计，可以让消费者完
全忽略边框的存在，真正走
进一个无边的3D“视界”。

LG 新品电视同时配备
有 3G 互联网功能，在国家
开放互联网电视牌照后，消
费者完全可以通过电视机
提供的网络接口上网冲浪，

下载视频资源，直接通过电
视机观看。

身为 CCTV 体育频道
数字电视合作伙伴的 LG，
近几年来可以说一直走在
中国电视行业的前列。从最
早在中国量产全高清地面
数字电视一体机，无需机顶
盒就可收看数字信号，同时
通过真正全高清画质带来
非凡视觉体验，到此次推出
3D 电视机，在每一次面临
行业变革的时候，我们都能
在最前沿看到 LG 的身影。
随着地面数字电视在国内
的广泛开播，LG 电视也将
在高清领域发挥出更多自
身优势，成为消费者的首
选。

LG 3D 电视机为您开创无边“视界”

由中国轻工业联合会、中国
石油和化学工业协会等多家行业
权威机构联合主办的“中国国际
塑料橡胶注射成型工业展览会
(CIM2010)”于本月 15 至 17 日
在天津滨海国际会展中心隆重举
行，届时有来自德国、美国、日
本、意大利、中国香港、台湾及
国内知名的塑料橡胶材料及设备
生产企业共同展示国内外最新的
注塑机、橡胶注射机、模温机、
机械手等机械及PC/PP 等原料及
助剂。

塑料橡胶做为现代工业最重
要的材料之一，被广泛应用于电
子、家用电器、日化产品、包装
容器等我们熟知领域，更进一步
延伸到汽车、建材、医疗器械、
甚至航空航天等领域，为各行业
蓬勃发展起到积极作用。随着技
术进步和应用范围的扩大，越来
越多的塑料橡胶的环保新材料，
从提高产品性能、降低产品重
量、开发产品功能，加快了替代
金属和木材的步伐，同时塑料橡
胶生产设备更趋低能耗、超精
密、大产能、高效率，为应用领
域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

展览会参展企业携创新、节
能产品，展示代表塑料橡胶行业
前沿的材料、技术、工艺、设
备，突出“绿色环保、低碳经
济”主题，为北方乃至全国的汽
车、电子、医疗、家电、电器等
塑料橡胶应用领域提供应用技术
和节能方案，从原料供应到制品
生产，真正实现绿色低碳的制造
模式。

展会同期还组织“2010 注塑
产业新领域新技术高峰论坛”、
“塑胶材料及注射工艺在汽车零
部件中的应用研讨会”等活动。

行业盛会引领

“创新、低碳”潮流
——— 国际塑料橡胶注射成型

工业展览会备受瞩目

8 月 30 日，热水器巨头海
尔携旗下电热、燃热、太阳能等
一系列热水器新品在济南精彩
亮相。与单纯新品亮相不同，海
尔此次携全套解决方案悉数而
至，满足不同用户需求。如零水
压解决方案、零冷水解决方案、
速热节能解决方案、全天候太
阳能解决方案、养生美颜解决
方案。这充分表明海尔热水器
已经跳脱行业常规，从单纯卖
产品转向卖解决方案，致力于
为消费者提供全面、高效、舒适
的热水。

洗得干净，更要洗得舒适
本次发布会，海尔热水器

提出了洗浴需求进入2.0时代
的主张。在2.0时代，人们不仅
仅要“洗得干净、洗的放心”，而
是有了更多更高的要求，比如
加热速度快、要水温恒定、要节
能环保，甚至改变水质等。

海尔的一位负责人指出，
在2.0 时代，消费者需求向多
元化发展，比如，有人希望热水
器能够开机即洗，不要等待；有
人希望开机就出热水，不要冷
水；有人希望能软化水质，消除
水垢；有人希望尽可能节约能
源……在本次发布会上，海尔
热水器推出的2.0时代解决方
案，使这些问题迎刃而解。

高瞻远瞩，领跑行业未来
关注用户的热水难题，让

海尔热水器再一次开创了行
业的先河，通过解决方案解决
用户难题将可能转变消费者

购买热水器的传统观念。正是
关注到消费者真正的深层次
的需求，海尔热水器才明确提
出做全球最佳用水解决方案
服务商的战略，也开始不仅仅
在产品上进行创新，同时在技
术、服务上进行创新，为每一
个个性化需求提供有针对性
的解决方案。

中国家用电器研究院院长
邴旭卫称，此次海尔推出的2.0
时代“热水解决方案”，不仅体
现了海尔在产品综合研发和个
性化用水方案上的强大实力，
更预见了整个洗浴行业未来的
发展方向；在实现了由产品提
供商到服务商的转型的同时，
也进一步稳固了品牌领导形
象，或将引领新一轮行业洗牌。

而消费者以后在购买热水
器的时候，大概会跟厂家提出：

“请给我提供一套适合我的热
水解决方案。” (宇明)

海尔首推热水2.0 解决方案
2010 年欧洲太阳能

会议上，欧洲专家断定全
玻璃真空太阳能集热器的
热利用极限是 120℃，但
是力诺瑞特中高温集热器
技术的出台打破这一宿
论。

近日，由中国工程院
副院长杜祥琬院士等组成
的专家委员会对力诺瑞特
与清华大学联合研制的太
阳能中温集热器进行了鉴
定，专家组一致认为，该中
温集热器工作温度达到
150℃以上，并能长期处于
此温度各项性能指标无衰
减，填补了太阳能热利用
在这个温度区的国际空
白，也成为力诺瑞特助力
节能减排的又一利器。

力诺瑞特中温真空管
太阳能集热器以中温太阳
能真空集热管、特制金属

U 型管、高聚光比CPC 反
射器为核心部件；采用新
型表面涂覆、玻璃增透等
先进技术使集热器具有工
作温度和瞬时效率高、热
损低等特点，工作温度可
达150℃。

太阳能在热能领域的
应用是国家重点支持的研
发课题。力诺瑞特中温太
阳能真空集热器被列为国
家科技支撑计划、中国工
程院 2008 年重大咨询项
目及山东省 2009 年度自
主创新成果转化重大专项
项目。力诺瑞特 150℃中
温集热的成功实现，为太
阳能在空调制冷、采暖、海
水淡化、工业动力、农业烘
干等领域的工程化、产业
规模化奠定了技术基础，
也为低碳经济的早日实现
做实了铺垫。

150℃！力诺瑞特太阳能突破技术极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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