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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转”这个字，是因为它刚好

契合了目前国美的现状。坦诚地讲，随

着市场环境的变化，竞争压力的增加，

现在最核心的市场情况已经决定了国

美乃至国内零售业必须发生转变。

宏观经济增长已经从高速增长期

逐渐向稳健增长期过渡， 在这样的经

济环境下，对国美而言，其一线市场布

局已经基本形成，但二、三线市场凸显

出了巨大的发展空间， 且消费需求增

长明显高于一线市场， 要应对这一现

状，国美就必须及时调整战略，将新开

门店的重心逐渐转移到二、三线市场，

一级市场则以打造战略大店为发展核

心。 此外， 在电子商务快速增长的今

天， 保持线上线下协同发展已经势在

必行，因此，在未来的发展中国美将逐

步加强线上线下的共同发展。

2013

年，国美将处于企业转型的

关键时期， 提出了 “被信任是一种快

乐”的全新品牌理念，这是企业在新时

期内自我约束和对行业树立的典范，

更是支撑企业战略发展的基础。此外，

还将从企业的新发展战略、品牌理念、

代言人等多方面做出更符合市场规律

的调整， 通过全新的形象向外界传递

处于战略转型期的国美对未来企业发

展的核心思考———一切以消费者需求

为导向。 相信凭借这种积极主动的蜕

变，由内至外的深刻变革，国美必将带

领整个家电连锁行业走出寒冬， 雄鹰

展翅，飞得更高。

品质家电，低价保证

据悉成都国美元旦促销活动丰富

多彩，每天的让利品类、商品、新品都

会有所不同，彩电三种补贴让利全城，

最高优惠30%，32英寸国产高清LED

节能补贴价仅1199元，55英寸国产全

高清3DLED节能补贴价仅4999元。冰

箱、洗衣机也在跨年狂欢季中表现不

俗，5公斤全自动滚筒洗衣机仅859元，

三门节能冰箱仅1398元，440L对开门

冰箱仅3399元。此外，空调也是高举降

价大旗，格力1P全直流无氟变频空调

活动期间首次跌破3000元，美的大1P

无氟变频挂机也仅2799元。 厨卫小家

电更是价格跌至冰点，前锋近吸式烟

灶套餐仅1999元， 海尔微波炉活动特

价299元，10升强排年代热水器仅699

元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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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特价商品外，国美电器送赠

活动也相当具有诱惑力。12月28日—

2013年1月3日，消费者购家电，单件

满1000元即可在最低成交价基础上

再返100元， 满2000元即可返200元，

买得越多优惠也就越多。此外，活动

期间购买一件家电， 就可以搬3件商

品回家。据国美负责人介绍，消费者

只需购买单件500元以上的商品就可

参加“买一得三”活动，购买家电即

可获得一件赠品，还可以免费获得现

金抵用券，现金券可购买卖场里的任

意等值家电，如果消费者想选购超出

现金抵用券金额以外的其他家电，现

金券则可以全额抵现，超出部分只需

进行差价补贴。

国美夜市，持续优惠

为让国美会员享受到更多的双节

让利资源、更好的购物环境，在假期高

峰来临前，12月28日、29日、30日国美

将会联合其他各大品牌厂商， 提前放

价开展品牌内购会，12月31日本年最

后一天是成都国美的黄金跨年夜市。

国美从活动的促销资源中拿出了30%

让利专门用于消费者的促销之中。活

动当晚，国美整合各方面的资源，推出

了一系列的专场相关活动，从价格、礼

品、 服务等各个方面带给消费者全方

位的优惠： 国美专门推出了专场专享

特价机型， 数百款的特价机将放量供

应，力度优惠;夜市当晚，可享导购专

人陪同、金牌技师专业服务、店长礼遇

专属折让。

服务更超值，体验大不同

即日起至1月3日， 国美启动跨年

大型促销活动，可谓跨年度“激情巨

献”， 除了在价格和促销上的大力度

投入之外， 在服务水平上也将全面升

级。 国美作为国内最大的家电零售企

业， 一直根据消费者需求不断升级服

务体系。国美所推出的“诚久保障”和

“家安保”等一系列服务举措，其中在

“诚久保障”服务体系中，消费者可根

据相关条款享受19天价格保障、39天

退货保障、99天换货保障等服务内容，

让消费者购买家电无后顾之忧。 而与

此同时，国美销售与物流全力准备，保

证活动促销期间及时解决顾客所遇到

的问题， 同时保障顾客的货物能够按

照需求第一时间送达到位。

成都商报记者 朱静

多门冰箱是现在市场上发展最快的

冰箱产品，而零度则是目前最为领先的保

鲜技术。为了满足消费者对于此类产品的

需求，西门子公司创新性地用欧洲解决方

案来满足中国消费者的需求， 经过长达4

年的研发、细致的调研、严苛的质量测试，

近日推出了西门子零度多门冰箱。

据介绍，西门子零度多门冰箱具有简

约大气的外观设计、 可靠的质量保证、优

秀的性能、 行业领先的零度保鲜技术。西

门子零度多门冰箱采用全无框玻璃门设

计，简约大方，并获得2012年度红点外观

设计大奖；其采用的无霜制冷系统，免除

了消费者除霜烦恼；同时西门子零度多门

冰箱的冷藏、零度室采用直冷技术，湿度

高达70%～80%，水分不流失，水果、蔬菜

保鲜效果更长久，而它的冷冻室采用风冷

技术，无需化霜，风直冷技术的创新混合

使其实现了鱼和熊掌兼得；同时，西门子

零度多门冰箱18公斤的超强冷冻能力，使

食物能以最快的速冻通过冰晶生成带，保

证营养不流失， 把活鱼放进冷冻室速冻，

半小时后拿出能复活，这是保鲜的最好证

明；西门子零度多门冰箱的 “组合独立

式” 多循环系统不仅保证了各间室不串

味，同时使用更节能；西门子零度多门冰

箱的401升使用容积冷冻室105升，零度室

90升，是专为中国消费者准备的。

西门子零度多门冰箱采用多项先进

技术，大大增强了食品的保鲜时间；它不

仅能够满足最多18Kg的超大冷冻能力，

其动态冷却系统，保证冷冻的食物可以更

快通过冰晶生成带快速降温、快速锁住更

多营养；西门子零度多门冰箱采用全气候

带 SN-T，一年四季性能稳定；该冰箱还

是一款智能机， 设有11个智能传感器，具

有智能提醒功能，控温更精确。同时，其还

采用了高效变频压缩机，达到了EEC一级

节能。凭借先进的技术优势，该冰箱一举

多得2012年中国家电产品创新奖。 目前，

喜欢该款冰箱的蓉城消费者可在成都各

西门子销售点预订，预计下个月就能拿到

真机。

（李林）

来国美跨年狂欢吧！

买一件得三件

岁末年初，蓉城家电的销售高峰到来，由成都国美领跑的一场年度最大规模、最大力

度的家电盛宴正式拉开帷幕。记者近日从成都国美了解到，为最大力度回馈广大消费者，

成都国美开创性地将岁末、年初促销联动结合，展开为期半个月，跨年度的“黄金月”大

型促销活动。即日起至2013年1月3日，成都国美推出新年购物狂欢节，在此期间成都国

美将集中优势资源，联合知名厂家，全力冲刺年底销售。届时，品牌电器激情惠卖，刷新年

度低价新坐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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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门子

零度多门冰箱

全球首发

智能手机要硬件更要人性化
同质化已经成为困扰智能手机的一

个顽疾， 尤其是在操作系统都集中到谷

歌安卓平台的情况下。 在“千机一面”的

市场上， 消费者不知道该怎么选择如今

的智能手机产品， 手机厂商更是苦恼于

没有让消费者眼睛一亮的噱头，于是乎，

在上游企业的推动下， 提升硬件的配置

成了能最直接作为“卖点”的手段。 从单

核到四核，智能手机只用了三年的时间，

就实现了 PC 经历了近 10 年才达到的

处理器配置。此外，内存、电池容量，甚至

在功能手机时代就已经比拼过的拍照像

素等硬件参数， 都有了长足的飞速的发

展。

事实上，如果说在功能手机时代，手

机是靠各种硬件功能和样式取胜的话，

在智能时代， 更应该靠的是各种智能化

的应用， 而硬件配置只是为这些应用提

供能力储备的支撑平台。因此，硬件是手

段而不是目的， 如果一味追求配置而忽

视了这些配置能带来的应用和体验，则

不免本末倒置， 偏离了产品本身对于消

费者的利益点。

当然， 企业纷纷比拼硬件并不等于

企业没有认识到用户体验的重要性，更

深层的原因是“看不见”的用户体验的提

升，远比“看得见”的硬件配置的提升要

难得多。 只有软硬件水平积累到相当程

度的企业才能驾驭“以人为本” 这一标

杆。

GALAXYSⅢ

提升体验新境界
在专业人士的分析中， 三星手机总

是因上下游的垂直整合能力和营销水平

胜出，尤其认为其一度专属的 HD�Super�

AMOLED 高清炫丽屏对它在智能手机

领域的一路高歌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事

实上，从三星的 TouchWiz 用户界面到 S�

Pen 和 S�Note，从三星的软件商店 Sam-

sung�APPS到独特的社交圈、 影视圈、悦

读圈、学习圈，三星一直在花很大力气潜

心做软件和应用。 而三星 GALAXY�S�Ⅲ

可谓将其硬实力和软水平的整合做到了

极致， 将人性化功能和易用性体验带到

了新的境界。

针对越来越多人选择用手机拍照这

一事实，三星 GALAXY�S�Ⅲ不是选择继

续增加作用并不明显的像素数据， 而是

针对手机拍照难以抓取移动镜头的遗憾

（实际上用户选择手机拍照往往是需要

即兴抓拍），让摄像头瞬间启动，“急速连

拍”（Burst�shot） 功能让用户零延迟地进

行多达 20 张的连拍；“完美拍摄”(Best�

Photo）功能自动帮助用户从拍摄的 8 张

照片中挑选出效果最佳的 1张。

针对手机本地文档越来越多， 普通

蓝牙传输文件需要先给机器配对再点击

传送、接收文件等繁琐的“流程”，连线导

数据更是麻烦多多，三星 GALAXY�S�Ⅲ

上首次出现了“智能传输”（S�Beam）功

能，两台手机只需轻轻一触，在 1 秒瞬间

内即可共享 5M 的高清大图， 即使是

1GB的视频文件也能在三分钟内完成传

输。

还有靠识别用户眼部动作来控制屏

幕亮灭的“智能休眠”（Smart�stay）功能，

拿起手机时即可通过振动和 LED 指示

灯提醒用户查看未处理任务的“智能提

醒”（Smart�alert）功能，在短信界面将手

机放到耳边便判断出拨号需求并自动拨

号的“体感拨号”（Direct�call）功能，都能

体现三星为将智能变得易用、 提升用户

体验所做的努力。

三星实至名归创新高
当然，不仅是用户尝到了智能手机带

来的“更轻松、更易用、更享受”的甜头，三

星手机自己也是名利双收，赚了个盆满钵

满。 根据全球市场研究公司 Gartner第二

季度手机市场报告显示，今年 4-6 月间，

三星在全球进一步扩大了针对诺基亚和

苹果的市场份额领先优势， 据 Gartner的

统计， 三星第二季度销售了 9043万部手

机，市场份额由上年同期的 16.3%、今年

Q1的 20.7%增长至 21.6%。 Gartner表示，

推动三星手机出货量增长的正是其

GALAXY系列智能手机，“尤其是最近推

出的 GALAXY�S�Ⅲ”。

对 GALAXY�S�Ⅲ的好评纷至沓来。

欧洲五国消费者联盟的评估报告不约而

同地将 GALAXY�S�Ⅲ列为智能手机最

佳之选，其在法国“Que�Choisir”对 10 家

厂商的 99 款手机中的评估中获得最高

分，在意大利“Altroconsumo”对 12 家厂

商的 145款手机的评估中夺得头名……在

美国知名 IT 博客 Business�Insider 进行的

2012年上半年最佳智能手机评选中， 三星

GALAXY�S�Ⅲ以较明显的优势击败了苹果、

诺基亚和HTC的旗舰型号位居榜首。 在英

国媒体 Stuff评选的全球 10佳智能手机排

行榜上，三星GALAXY�S�Ⅲ依然位列榜首。

在中国企业品牌研究中心举行的

“2012C-BPI行业第一品牌”评选中，借势

GALAXY�S�Ⅲ的上市和多年来在中国市场

积累的市场、技术优势，三星被评为中国消费

者最喜爱的手机品牌之一……而首发 150

天就突破 3000万部销量的成绩， 更是说明

了消费者的选择。

智能机人性化之势不可挡
借助 GALAXY�S�Ⅲ的杰出表现，三

星在 2012 年里继续保持全球手机领域

尤其是智能手机的领先地位已经几乎没

有悬念，更重要的是，领先的风向标作用

可以引领和推动智能手机向着人性化趋

势发展。

在发布 GALAXY�S�Ⅲ的时候，三星

电子 IT 和移动通信部总裁兼负责人申

宗钧曾介绍说：“为了达成轻松的智能化

和直观的易用性，我们在设计 GALAXY�

S�Ⅲ时一直将人的需求放在首位， 以期

让它更符合人的自然属性， 从而一改让

用户适应手机的局面。 ”可见，要做到人

性化设计， 首先是在理念上真正以人为

本、人本至上，这样才有可能走出硬件至

上的泥沼。从效果看，硬件的提升就好比

是量变，而用户体验的提升则是质变，能

让用户一下感受到产品的魅力， 增加对

该品牌的黏性。 可以说， 经过了几代

GALAXY 系列产品，尤其是 GALAXY�S

Ⅲ的人性化体验后， 三星手机已经形成

了自己的忠实粉丝群， 这些用户对三星

手机忠诚不仅来自品牌， 不仅来自硬件

配置，更将来自使用习惯和体验。

申宗钧表示：“在我们的努力之下，

GALAXY�S�Ⅲ能够提供流畅、自然、以人

为本的移动体验， 这意味着智能手机将

进入到一个崭新的时代。 ”

GALAXY�S�Ⅲ

用“人性化”征服消费市场

体验为王！

作为新一代智能手机的代表，

三星
GALAXY S Ⅲ

革命性
地提升了智能手机的人机交互体验。它
能够准确地识别使用者的面部、视觉和
动作，提供便捷、自然，乃至无比体贴的
使用体验，是迄今最为聪慧和善解人意
的智能手机。

四核、超薄、高清屏、大存储，

5

月
全球首发、

6

月在中国上市的三星
GALAXY S Ⅲ

装备了业界最高水准的
配置却未被刻意宣传，而海外媒体对其
的评价也不过是“人性化”、“平易近人”

而不是“功能强劲”、“配置高端”，但迅
速破千万的销售业绩却真实地反映了
市场的选择。 三星引发的这一“

S Ⅲ

现
象”传达出这样一个信号：在智能手机
时代，硬件的升级固然重要，但通过人
性化的设计，让硬件发挥出应有的作用
更为关键，追求人性化的用户体验才是
主宰未来的“智慧之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