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有全国多地网友发
现，街边广告栏里仿佛一夜之
间全换上“4·18 一起来电”的
猫宁广告，非常显眼。

当大家都在讨论“一起来
电”是个什么梗时，又一波来
自天猫、苏宁易购的内部誓师
图片走红网路。双方团队人
员身着印有狮子和猫的同款
文化衫，同时做出“牛掰”手
势。在外界的种种猜想和关
注中，苏宁云商COO侯恩龙
在接受采访时揭开谜底：今年
4·18，苏宁要和天猫搞一次全
国性的购物狂欢节，这是双方
第一次联合大促，结合用户购
买新品、装修新屋等消费需
求，共同向用户推出 New
Buy 4·18购物节。

随着猫宁合作不断深入，
今年4·18双方将在双平台四
渠道实现全面融合，通过苏宁
易购平台、苏宁易购天猫旗舰
店、苏宁1600多家城市门店
和1000多家直营店，输出优
质产品和服务。

其中，海尔、美的和海信
的多款热水器、空调新品，将
在苏宁易购独家销售，助力4·
18。

3C领域，荣耀、乐视、小
米、海尔、宝洁、三星、海信等
30多个品牌商，都将助阵此
次大促，联合举办品牌日。其
中，华为 P9、三星 S7、OPPO
R9Plus、联想电脑年度旗舰
新品710等高关注度的新品，
也纷纷选择在苏宁易购平台
首发。

更有大疆精灵4无人机、
JIMU Robot机器人等高人
气产品，也将在4·18期间专
供苏宁易购。

家装方面，苏宁易购推出
999元家电套餐，用户花费不
到千元，即可用上高质量家电
产品套装。另外，苏宁易购结
合足球推出营销新玩法，4月
6日亚冠比赛当天，苏宁易购
队每进一球，网友将可分享1
亿元红包购物券。

侯恩龙表示，苏宁的供应

链、物流、门店体验，是天猫最
看重的。而天猫的大数据和
流量，又可以支持苏宁定制更
符合用户需求的服务。此次
联合大促中，天猫将开设“身
边苏宁”入口，天猫用户在线
上挑好产品后，尤其是一些对
体验要求高的家电、3C产品，
可就近到苏宁门店体验，并享
受门店的一系列服务。

侯恩龙称，双方的这种合
作，慢慢摸索出一条路——把
不同类目的商品放在不同的
时间来做，一年可能有四五个
波峰，然后让其常态化。通过
这种努力，实现电商节日的均
衡化、常态化，最终营造出良
好的行业生态，实现城乡一
体，形成稳定的电商发展新格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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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小屏果”iPhone SE正式发
售，提前预订的果粉将陆续拿到新品。
习惯了大屏幕的消费者，会对这只一手
可以握过来的 iPhone SE感兴趣吗？
根据美国媒体披露，自iPhone SE在3
月24日开放预订后，在中国预订总量
已高达340万台，最受欢迎的依然是土
豪金。售价3288元起的iPhone SE，
希望通过低售价争取更多的顾客。

被称为“史上最强大4英寸手机”
的 iPhone SE，尽管与 iPhone 5S 相
比外形改变不大，但内在却升级明显。
iPhone SE采用与iPhone 6S一样的
A9处理器+M9协同处理器，搭载最新
的iOS 9.3系统，在处理器性能上超越
iPhone 5S两倍，图像处理上更是比
iPhone 5S快三倍。这款新产品拥有
更长的续航时间，还拥有更快的LTE
网络和WiFi连接。

“我们做过调查，小屏手机还是有
很大的市场需求，特别是中低端市场。”
苹果一位工作人员表示。

在大屏横行的时代，这款“小屏果”
会热销吗？Y 据钱江晚报

□记者 杨霄

本报讯 有多少河南人会在百度的
城市贴吧里侃大山？答案是，每月1500
万人、发生1.2亿流量。正因此巨量的关
注度，作为河南核心代理商的河南一百
度成为了河南互联网界真正的“用户航
母”。在昨日该公司举行的五周年庆典
上，省内众多知名企业“签单”热捧。

“满满的都是干货。”在昨日河南一
百度举行的五周年庆典上，该公司通过
百度全新产品推介展示及项目签约，为
与会嘉宾奉献了一场精彩路演。河南
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河南日报报业集团
党委书记、董事长、社长赵铁军，大河网
络传媒集团董事长、党委书记王自合，
百度战略协同部高级经理王亮非，百度
贴吧事业部企业商业化中心总经理冯
莹及省内300多位政商界知名人士共
同见证了这一盛典。

据了解，河南一百度是河南最大百
度“贴吧”产品代理商，拥有包括“河南
吧”、“郑州吧”、“安阳吧”等15个河南
地区吧的独家代理权。截至目前，15
个地区吧的月访客量达1500万人、月
点击访问量已突破1.2亿。河南一百度
总裁张晓枫介绍，除庞大的活跃用户量
外，河南的“地区贴吧”，聚集了每个城
市的主流消费人群。这也标志着河南
互联网界真正的“用户航母”起航，将致
力于打造一个河南最大、最丰富、最便
利的生活消费及社交互动平台。

百度贴吧事业部企业商业化中心
总经理冯莹透露，目前，百度贴吧总部
与百度贴吧河南运营服务中心已实现
无缝对接，“合作非常默契，百度贴吧河
南运营服务中心的运营已经取得了很
棒的成效”。

另据河南一百度官方透露，该公司
与百度集团在舆情、大数据、政务、地图
等业务板块展开全方位的合作。这些
基于大数据技术的舆情服务产品，不仅
在业内创造了许多唯一，更可让河南一
百度更方便为豫企做好口碑分析，助力
其良性的社会化营销与公关管理。

河南省的网友真牛！

“小屏果”开卖
最红还是土豪金

城市“百度贴吧”群
月流量突破1.2亿

□记者 魏浩

“冬虫夏草,现在开始含着吃”这句传遍各地的广告,将冬虫夏草加工产品极草5X推向比黄金还贵重的天价。但就在3月29
日晚，经历了两个月停牌的极草生产商青海春天发布公告称,主营产品“极草”被要求立即停止生产经营。专家提醒，冬虫夏草并
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美好，尤其对于慢性病患者来说，道听途说地服用冬虫夏草药膳，可能有害无益。

价格远超黄金的“极草含片”生产经营被叫停

“极草”神话破灭,郑州多店仍在卖

此次极草被叫停的原因，
还是因为产品中砷含量的问
题。早在今年春节前，国家食
药监总局就组织开展了对冬
虫夏草、冬虫夏草粉及纯粉片
产品的监测检验，结果显示相
关产品中，砷含量为4.4～9.9
毫克/千克。

专家表示，冬虫夏草属中
药材，不属于药食两用物质。
保健食品国家安全标准中砷
限量值为1.0毫克/千克，长期

食用冬虫夏草、冬虫夏草粉及
纯粉片等产品会造成砷过量
摄入，并可能在人体内蓄积，
存在较高风险。

但青海春天曾就此问题
解释说，极草产品是药品，适
用于《药典》，而食药监总局则
将其作为保健品来要求。业
内人士指出，其实双方的争议
还是在砷含量是否达标上。

对此，国家食药监总局局
长毕井泉称，保健品原料必须

列入保健品目录，里边有一部
分是属于中药材，但这部分中
药材一定要是食药同源目录，
才能作为保健品的原料。冬
虫夏草并非药食两用物质，所
以不能单独作为保健品的原
料。

河南中医药大学三附院
国医馆冯明清教授此前说，冬
虫夏草在临床上一般需要配
合大枣、桂圆等具有补益功能
的中药服用，或者与鸡肉、羊

肉等调制成药膳，其补益效果
才能更加显著。但要与何种
药物配合服用，必须由中医专
家根据病情而定，不可随意配
服。如果盲目进补冬虫夏草，
只会起到相反的作用。冯教
授说，比如感冒时引起的咳嗽
或其他急性咳嗽，就不适合服
用冬虫夏草，否则不但不能止
咳，反而会使咳嗽加重；在治
疗慢性支气管炎时，冬虫夏草
也只能在无痰或少痰时服用。

根据青海春天的介绍，冬
虫夏草凭借“治诸虚百损，老
少病虚者皆宜食用”的药用价
值，滋补功效位居人参、鹿茸
之上，且卖出了高于黄金的价
格。

在企业官网上，以极草双
层片（冬虫夏草纯粉片）产品
为例，其每瓶的规格为 0.35
克×45片=15.75克，优惠后

的价格为13200元，折合每克
838元,是昨日上海黄金交易
所金价（256元/克）的三倍。

然而，随着本月初，国家
食药监总局停止冬虫夏草用
于保健食品试点工作的通知，
极草数年来创造的“神话”也
被一步步打破。

据了解，极草在河南省有
多达30家专卖店，其中省会

郑州的多个商场、酒店里设置
了12家专卖店。

昨日下午，大河报记者来
到郑州花园路北段某大型商
场一层，在一个极草产品专柜
里，其产品价格从数千元到两
万元不等。

一名销售人员称，并不知
道相关产品停产的事情，因为
郑州的专卖店是由多个“老

板”在经营。至于近期的销售
情况，该店员则不愿多讲，只
是说产品属于国家试点的保
健品，不会有问题。在记者走
访的时间里，鲜有顾客光顾。

郑州一名受访的食药监
部门工作人员称，总局已经直
接叫停了企业的生产。如果
不属于“召回”产品，各地食药
监部门无须理会。

3月29日夜间，青海春天
发布公告，称公司已收到食药
监总局的《政府信息公开告知
书》，被要求立即停止生产经
营冬虫夏草纯粉片，即该公司
的重磅产品5X极草系列。

据称，极草（公司冬虫夏
草产品）作为“综合开发利用
优势资源的试点”以及冬虫夏

草用于保健品的试点工作均
已被叫停。

自上市至今，青海春天和
其产品“极草”便屡遭质疑，在
保健品、药品、食品之间，“极
草”一直顶着“三非”的帽子；
从产品消费端到生产环节，则
先后陷入“质量门”、“无证
门”。尽管非议不断，但此前

极草的业绩却一直坚挺。
青海春天表示，2015年

前三个季度，春天药用冬虫夏
草纯粉片销售收入约为7.5亿
元，占青海春天主营业务收入
的78.91%。而此次极草生产
经营被叫停，受影响首当其冲
的便是青海春天的业绩。

受到冬虫夏草保健品试

点工作叫停影响的，不仅是青
海春天，包括江中药业在内的
国内5家企业都要面临这一
新的现实。据了解，这5家企
业2012年在众多竞争对手中
脱颖而出，成为当时仅有的几
家获批冬虫夏草保健品生产
经营的试点企业。

极草被勒令停产，上市公司业绩受冲击

郑州专卖店，销售正常但顾客不多

为啥被叫停？虫草非药食两用，久吃砷过量

猫宁首次深度携手打造4·18家电3C节
□记者 王永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