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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樊春勤）2019年12
月 28日，第二届陕西旅游消费节文体
旅融合颁奖典礼暨音乐舞蹈诗剧《奋
斗》，在西安唐乐宫举行。

陕旅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周冰
在讲话中说，陕旅集团已成为引领陕
西省文化旅游体育产业创新发展的先
导者和践行者，成为文旅体深度融合
的探索者和领跑者，2020年，陕旅集团
将继续完善“文化+旅游+体育”的战略
布局，将“旅游+N”理念注入全产业链
条，不断拓宽融合边界、加深融合内
涵、提升融合质量。

据陕旅集团党委副书记、董事常
梦春介绍，第二届陕西旅游消费节暨
体育旅游嘉年华，以“赋能文体旅、年
终聚惠趴”为口号，推出持续整月的半

价、特价惠民，已于 2019年 12月 26日
上线的1228狂欢日1元门票、1元酒店
民宿等，合计特价门票达30余万张，惠
民总价值达 3000余万元。同时，联合
主办方浙江省、江西省旅游集团为本
届消费节带来了钱塘江星光夜游、鄱
阳湖国家湿地公园、南昌怪石岭生态
公园等一大批特价景区。截至目前，
第二届消费节专题各渠道访问累计量
已突破百万，累计售出半价门票、1元
门票等特价票总计10万余张。

同时，本届消费节还整合集团旗
下景区、演艺、餐饮、酒店、民宿、旅游
交通、电商、旅行社等现代旅游服务的
方方面面，推出了惠民大礼“陕旅一卡
通”，通过陕旅特惠等平台已限量发售
1万张。

万年矿工会始终坚持“让职工当
主角，把职工当亲人”的工作理念，创
新开办“娘家人工作室”，不断提高服
务职工水平。

该矿工会在井口服务站的基础
上，新设立“娘家人工作室”，定期采
纳职工意见建议，将手机话费充值、
证件复印、网上代购、心理咨询等一
系列方便职工生活的措施列入服务
项目，制定《娘家人工作室管理制度》

《娘家人工作室工作人员职责》。每
天安排一名工会机关干部或基层单
位工会主席轮流进行值班，负责当天
服务职工的具体事项，并对职工提出
的合理诉求登记在册，以便更好的完
善改进服务项目和服务内容。

矿工会“娘家人服务站”自今年
月初成立以来，共收到职工意见建议
6条，热情接待职工216次，赢得了一
线职工好评不断。 （杨鹤 贝贝）

万年矿工会“娘家人工作室”好评不断

本报讯（记者 孟祥山）2019年 12
月 31 日，记者在辽宁省政府新闻办组
织的发布会上获悉，2019 年省长质量
奖公布，评定过程突出服务功能。

据了解，辽宁省政府决定授予大
连华锐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国网
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本钢板材股份
有限公司 2019 年省长质量奖金奖，授
予北方华锦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东北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大杨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辽宁禾丰牧业股份
有限公司、中国第一重型机械集团大
连加氢反应器制造有限公司、辽宁红
沿河核电有限公司、辽宁中蓝电子科
技有限公司 2019年省长质量奖银奖。

据了解，10家获奖企业中，拥有授
权专利 5263项，制定国家标准 121项、

行业标准 101项，获得国家和省部级科
技奖 595 项，3 家企业全国行业排名第
一。获奖企业在社会贡献程度、专利
技术、标准引领、科技创新、同行业领
先水平等指标上，都处于同行业先进
行列。

从行业分布来讲，获奖企业分布
装备制造、电力、冶金、石化、医药、纺
织、轻工、电子信息 8个行业，其中 3家
为民营企业。“质量月”活动，909 家民
营企业参加。开展的品牌价值评价工
作，共有 114 家企业参与，其中民营企
业达到了 92 家，占比 80%。开展的中
小企业质量认证现状调查和培训，培
训企业 2260家。寓服务于质量监管之
中，开展的中小企业质量“巡诊”，发放
产品质量提升建议书 300余份。

本报讯 （记者 李俊文 □ 李晓
玉）2019 年 12 月 31 日，山西省市场监
管局就典型不公平格式条款相关情况
举行新闻发布会，山西省市场监管局一
级巡视员胡凤莲胡凤莲介绍，近年来，
企业经营者利用合同格式条款侵害消
费者权益的违法行为是消费领域人民
群众和消费者反映较为突出的热点和
焦点问题。为进一步加强合同格式条
款监督管理，有效遏制消费领域“霸王
条款”现象，会上，胡凤莲发布 2018—
2019 年度山西省房地产交易、汽车买
卖和网络交易市场等行业十种典型不
公平合同格式条款，具体内容如下：

1.利用合同约定免除经营者安全保
障义务。

2.经营者以合同条款免除产品质量

保证责任。
3.经营者以交付时消费者检验为由

免除己方责任。
4.滥用预付款、定金的概念。
5.限缩经营者责任的条款。
6.混淆不可抗力概念。
7.捆绑收费。
8.免除逾期交房责任。
9.合同双方责任不对等。
10.默示同意其他服务。
消费者权益保护和交易市场监督管

理处处长邢朝义表示，2020年，山西省市
场监管局将从加强法律法规和舆论宣传、
继续加大“合同帮农”工作，扎实推进“三
个一批”工作等三个方面继续做好合同监
管工作，努力营造公平公正的市场秩序环
境和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

本报讯 （记者 王春宝 □ 董建
伟）记者日前从吉林省长春市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官网获悉，“长春市出租汽车
运价调整及建立运价与燃气价格联动
机制”方案已经市政府批准。同时，长
春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长春市交通运
输局、长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国家税
务总局长春市税务局联合发布《长春市
出租汽车运价调整及建立运价与燃气
价格联动机制的通知》，调价方案从
2020年 1月 1日起执行，在调整计价器
过渡期内，已调整的出租汽车按新运价
执行，未调整的按原运价执行。

据了解，基础里程为 2.5公里，基础
里程价 8元（夜间 22点至次日早 4点为

9 元）。取消每车次 1 元的燃油附加
费。基本运价为 2.2元/公里，按实际行
驶里程计费，每 100米计价器增加 0.22
元。

此外，以 2019年 12月 26日车用天
然气销售价格为基数。根据成本测算，
车用天然气销售价格累计上涨或下降
达到 1.3元/立方米，并持续 30天以上，
适时调整出租汽车基础里程价增加或
降低 1元。在符合联动条件情况下，出
租汽车行业协会向市政府行业主管部
门、价格主管部门提出联动申请，由市
价格主管部门会同行业主管部门提出
意见，报请市政府同意后，向社会发布
执行，不再履行听证等定价程序。

山西省市场监管局发布房地产等行业十种典型“霸王条款”

长春市出租车运价从今年1月1日起上调

第二届陕西旅游消费节“惠民”价值3000余万元辽宁10家企业获2019年省长质量奖

自 2011 年 4 月，海南离岛免税政
策实施以来，三亚市内免税店进店人
数实现逐年增长。截至 2019年 11月，
三亚市内免税店累计接待进店顾客超
4176 万人次。其中，2019 年 1—11 月
累计接待进店顾客 656万人次，同比增
长 23%，日均接待顾客达 2万人次。

三亚市内免税店隶属中免集团
（海南）运营总部有限公司，作为政策
落地的试点单位，负责运营三亚离岛
免税业务。离岛免税政策效应的释
放，有助于拉动海南旅游经济增长，推
动旅游业提档升级。记者从海口海关

了解到，自 2018 年 12 月 1 日至 2019 年
11 月 30 日，海口海关共监管三亚、海
口、琼海四家离岛免税店销售免税品
1746.42万件、销售金额 128.86亿元、消
费旅客 328.66 万人次，较上年同期分
别增长 31.87%、34.08%和 20.10%，热销
商品集中于化妆品、箱包和手表三大
种类。与此同时，海港离岛旅客免税
购物规模不断扩大。自 2018 年 12 月
28 日至 2019 年 11 月 30 日，乘船旅客
购买免税品 21.8 万件，购物总金额约
1.8亿元。

（综 合）

位于长江上游的重庆三峡库区，是
全国重要的淡水资源储备库和生态功
能区，也是农村人口众多、发展相对落
后的大山区。这两年，重庆市围绕筑牢
长江上游重要生态屏障的目标，“共抓
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同时结合库区实
际，按照“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
逐步探索出一条“产业生态化、生态产

业化”的绿色发展之路。念好“山字
经”，做好“水文章”，种好“摇钱树”，打
好“特色牌”，一系列“生态宝贝”在三峡
库区脱颖而出，实现了生态和经济效益
双丰收。

图为游客在重庆云阳龙缸国家地
质公园游玩。

（王全超/摄）

产业生态化产业生态化 生态产业化生态产业化

生态产业助推重庆三峡库区高生态产业助推重庆三峡库区高质量发展质量发展

去年前11月三亚市内免税店接待顾客656万人次

□ 本报实习记者 解 磊 文/摄

俗话说“无荤不过年”，无论是南
方还是北方，沿海还是内地，过年都要
有一道很硬的“荤菜”，肉已经成为中
国人过年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临近春
节，记者在走访中发现，随着消费升
级，消费者的嘴巴也越来越挑，不再满
足于过去的大鱼大肉，私人定制、植物
肉、低脂绿色逐渐成为餐桌上的亮点。

腊味私人定制火爆 肥瘦口味可自选

记者走访了北京市丰台区多家超
市和菜市场，主营猪肉、灌肠和腊肉腌
制的店面门前，围了不少前来采购的
消费者。消费者张女士告诉记者：“我
们一家子都是湖北人，吃着长辈腌制
的腊肉腊鱼长大的，每年春节，腊味就
是‘年味儿’，但是现在我们年轻人哪
会这门手艺啊，还好市场上成品挺多，
味道也不错。”

摊主指着店内一侧挂着的带有标
识的香肠腊肉告诉记者，这些都是顾
客私人定制的，顾客提前一天说好需

要的量，提前备好猪肉，第二天可以来
店里现场看着做，然后标上顾客的姓
名，在店内晾制。猪肉的肥瘦程度完
全由顾客自己做主。记者了解到，为
满足顾客不同口味的需求提供便利，
除了常见的川味、广味，还有烟熏、咸
鲜、海鲜等非传统口味；在灌制香肠的
原料上，也推陈出新，已经不再局限于
灌制纯猪肉的香肠，除了开发出牛肉、
鸡肉、羊肉等新品种外，还可在灌制的
过程中掺杂黄豆、辣椒、胡萝卜等蔬
菜，根据顾客的不同口味需求进行定
做。

人造肉登上年货清单

在一家大型超市，记者看到年货
区已经陈列着人造肉礼盒，据包装上
宣传，主打健康过大年。前来选购的
消费者赵女士对记者表示：“新年新气
象，吃也得有个新气象。人造肉这段
时间这么火，我们也尝个鲜。”

香港某品牌植物肉去年 11 月底
登陆国内某电商平台以来，销量一路
走高，消费者王先生接受消费日报记

者采访时表示：“买来植物肉之后做了
饺子馅和汆丸子，饺子黏合性特别好，
水汆丸子也完全没问题，无油煎口味
香点；口感比较有咬劲，味道与普通豆
制仿荤制品差不多，闻着有点芝麻油
味。”也有消费者表示口味比不上素菜
馆做的素肉。

中国肉类食品综合研究中心主任
王守伟在近日举办的“2019年食品安
全与健康热点科学解读”交流会上表
示，“人造肉”是未来食品的标志性产
品，具有极大的商业化潜力，加大科技
投入是行业未来发力的重要方向。此
外，他还透露出，“人造植物肉”国标正
在制定中，国标制定也有利于规范、培
育“人造肉”市场。

外卖年夜饭套餐成趋势

记者在走访中了解到，大多数消
费者表示，如今随着生活水平的提
高，高蛋白、低脂肪，不油腻成了过年
期间的新选择。“过年就应该让肠胃
和心情一起变舒坦。”消费者王先生

告诉记者：“以前家里过年总是要准
备各种硬菜各种肉，在我的印象中，
过年期间，每天睁开眼就是吃肉，而
且感觉家家户户吃的都差不多，大猪
肘子、红烧鱼、梅菜扣肉、红烧肉、大
块的鸡肉、猪肚条等。然后为了不浪
费，从初一到十五，仿佛都在吃剩
菜。”谈及今年年夜饭时，王先生表示
将准备一些海鲜和蔬菜水果，让家人
吃得更健康。

此外，记者在网购平台上检索发
现，输入“年夜饭半成品套餐”关键词
后，出现了一系列相关产品，种类多
样，价格实在，基本在 200—1500元区
间。一些知名餐饮店推出的年夜饭半
成品套餐因其价格实惠颇受欢迎。家
住北京市西城区的秦先生已经是第二
年网购半成品年夜菜了。“我们一家六
人聚在一起吃年夜饭，如果要出十几
道菜，需要购买很多食材，而这些半成
品都是由厨师配好了调料，菜也全部
弄好，只要按步骤加工一下就可以吃
了，省去买菜、洗菜、切菜等诸多程序，
非常节省时间。”秦先生说。

消费升级 过年大鱼大肉OUTOUTOUTOUTOUTOUTOUTOUTOUTOUTOUTOUTOUTOUTOUTOUTOUTOUTOUTOUTOUTOUTOUTOUTOUTOUTOUTOUTOUTOUTOUTOUT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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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栏
孟德超:本院受理原告杨冰诉你离婚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鲁 1726 民
初 3085号案件的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
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3日上
午 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审
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山东省鄄城县人民法院
王彪（512930197103103979）：本院受理申
请人何朝芳申请宣告王彪死亡一案，本院已
经受理，经查，王彪，男，生于 1971年 3月 10
日，汉族，四川省阆中市人，原住四川省阆中
市妙高镇金紫观村8组23号，于1999年8月
离家外出，现下落不明，何朝芳与王彪系母
子关系。现发出寻找失踪人王彪的公告，希
王彪本人或知其下落的有关人自即日起与
本院联系。公告期间为一年，期间届满，本
院将依法裁判。

四川省阆中市人民法院
乔 林 英 （ 公 民 身 份 号 码
512930195604268764）：本院受理乔华兰
诉你赡养费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发出公
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及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20年4月14日上
午 9时 30分在本院千佛法庭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特此公告。

四川省阆中市人民法院
李阵：本院受理原告李文利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民事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权利义
务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
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满后
的第三日上午 9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
梁园区人民法院白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判决。

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
蒋双林：本院受理原告熊小林与你买卖合同
（欠款）纠纷一案，原告请求：1、判决你立即
偿还玻璃材料欠款 13 万元及逾期利息（按
银行利率三倍计息）；2、并承担诉讼费用。
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
须知、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举证期限为公
告期满后的 30日内。本院于 2020年 4月 13
日 9:30时在蓬安县巨龙人民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届时未到，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判
决。特此公告。

四川省蓬安县人民法院
李海艳：本院受理原告郭明星诉你离婚纠纷
一案，依照民诉法第九十二条规定，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起诉状副本、举
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和开
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
满后 15日和 30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黄沙坨法庭
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辽宁省台安县人民法院
程秋香、李兴斌：本院受理原告李振录诉你
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依照民诉法第九十二
条规定，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应诉通知
书、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告知审判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和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 6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3日9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
院黄沙坨法庭公开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辽宁省台安县人民法院
周坤梅：本院受理的（2020）川 1921 民初 57
号原告巨正斌与被告周坤梅“离婚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廉政监督卡、
诉讼须知、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 15 日内。
届时未到，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判决。特此
公告。

四川省通江县人民法院
杨选梅：本院受理的（2020）川 2021 民初 48
号原告刘静与被告杨选梅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诉讼文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
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案于2020
年4月14日11时30分在本院第五审判庭公
开开庭审理。届时未到，本院将依法缺席审
理判决。特此公告。

四川省安岳县人民法院
黄敏：本院受理的（2020）川2021民初101号
原告唐雪林诉被告黄敏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案于2020年4月14
日 9时 00分在本院第六审判庭公开开庭审
理。届时未到，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判决。
特此公告。

四川省安岳县人民法院
北京云自然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
原告湄潭县民政局与被告北京云自然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委托合同纠纷一案，因你通过
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送达，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风险提示书、纪律规
定、适用普通程序及人员组成通知书、开庭
传票等应诉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
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举证期限为答
辩期限届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
届满后第三日（节假日顺延）上午 8时 40分
在贵州省湄潭县人民法院第八审判庭开庭
审理此案，逾期不到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判
决。特此公告。

贵州省湄潭县人民法院
荣令华：本院受理原告安普团诉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9）豫1402民初8259号民事判决书。自
本公告送达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双八法庭
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商丘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即发
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商丘市梁园区人民法院
孟颖、孟骥：本院受理原告殷瑞诉你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书副
本、开庭传票、简易程序转为普通程序审理
的遵化市人民法院（2019）冀 0281民初 4876
号之二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
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三日上午 9时（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平安城人民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特此公告。

河北省遵化市人民法院
白福良：本院受理原告王永祥与被告白福良
民间借贷纠纷一案中，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
答辩状期限及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的 15日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
的第 3 日上午 10 时 30 分（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本院第三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审理并判决。

辽宁省北票市人民法院
林勇：本院受理原告浙江凝睿汽车销售服务
有限公司与被告林勇追偿权纠纷一案，现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9）辽
1381 民初 3309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辽宁省朝阳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辽宁省北票市人民法院
成维克：本院受理原告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北票市支行与被告成维克、辽宁金石
实业发展有限公司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
现 已 审 理 终 结 。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2019）辽 1381 民初 1843 号民事判决书；限
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辽宁省朝阳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辽宁省北票市人民法院
致广大人民群众：本人刘秀明，女，1960年 5
月 12 日出生，户籍所在地辽宁省朝阳市喀
喇沁左翼蒙古族自治县。2018年7月4日喀
左县公安局在我所经营的正大方圆药店内
查出假药复方甘草片 259瓶，2018年 7月 12
日经认定我销售的“复方甘草片”为假药。
我已认识到我的行为是销售假药的行为，违
反了法律法规，损害了社会公众利益，构成
销售假药罪，并已受到了相应的法律处罚。
我在此表示真心悔过并公开赔礼道歉，并承
诺以后将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做一个遵纪守
法的好公民。

道歉人：刘秀明 杨
振雨、朱红杰：本院受理原告任春彦与被告
杨振雨、朱红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
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9）豫 1104
民初3222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到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漯河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即发生法律效力。

河南省漯河市召陵区人民法院
李普江：本院受理原告杨葱焕（曾用名杨聪
焕）诉你离婚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 15 日
内。本院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 15日上午 9
时 3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上官法庭开
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河南省滑县人民法院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各行各业都在
努力抓住年轻人的心。2020年伊始，双
汇与抖音联手，成功打造了肉类品牌营
销的全新模式，在互联网掀起一股“双
汇潮流风暴”。

发起抖音挑战赛
与年轻用户玩在一起

这场“双汇潮流风暴”要从双汇新
上市的网红产品——火炫风刻花香肠
说起。此款产品主要面向学生和年轻
白领，一上市就通过线上营销宣示着其

“不甘平凡、炫辣到底”的年轻态度，产
品原材料选自双汇自产冷鲜肉，配上来
自中国辣椒之乡鸡泽县的剁椒，与优质
脆骨融合在一起，打造出了甜辣鲜香的
层次味觉感。

为了让“火炫风”更深入年轻人的
内心，1月1日至1月3日，双汇在抖音上
发起挑战赛“叫我火炫风”，通过“抖音
达人+创意贴纸+硬广流量+奖品激励+
用户共创”的“裂变式”形式，让品牌真
正地与用户玩在一起，打造现象级品牌
传播效应。

抖音挑战赛是基于抖音话题的高
品质用户互动形式，在2019年开发了网
络走红的新形式，即通过达人KOL发布
示范视频，全民用户进行模仿创作，并
在模仿发酵中进行花样翻新，同时联动
平台硬广资源和品牌大奖，在网上快速
聚集热度，最终引爆网络。

除此以外，为了增加用户参与的趣
味性，双汇还在抖音定制了“变身火炫
风”创意贴纸。用户用手遮挡面部，屏
幕上会来回切换女生和男生版的三头
六臂哪吒形象。贴纸上熊熊燃烧的火
焰、旋转的风火轮以及漫天飘动的混天
绫，都在彰显着火炫风“火力全开、注定
不凡”的产品理念。

冠名DIC收官盛典
打通线上线下年轻化全链路

2020年 1月 3日，“双汇潮流风暴”
从线上席卷到线下，双汇冠名抖 in City
城市美好生活节收官盛典，将年轻的营
销理念与线下潮流嘉年华进行结合，实
现了线上、线下年轻化全链路覆盖。

2019年，为了深入挖掘每个城市的

独有特色，抖音商业化正式上线了“抖
in City城市美好生活节”（简称“DIC”），
将城市性格与年轻潮流的抖音范儿融
合起来，通过明星、达人以及线上资源
的助力，打造各地专属的潮流盛典。在
这一年中，抖 in City城市美好生活节已
经走过北京、杭州、成都、郑州等30个城
市。

此外，“无肉不欢”双汇馆成为现场
最热网红打卡地，众多抖音达人空降双

汇馆，与粉丝面对面进行游戏互动。
此次线上挑战赛，结合线下盛典总

冠名，体现了双汇勇于破局创新，在寻
求年轻化营销的道路上，积极拥抱消费
升级、年轻化及网络文化兴起等市场变
化，实施多元化战略，提高品牌的商品
力、内容力，精准洞察消费者需求，成功
开启独树一帜的“双汇”模式，与年轻人
一起玩一起嗨，让品牌走进年轻人的内
心。

双汇与抖音联手打造潮流风暴 引领肉类品牌营销新风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