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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将过去的

2012

年

是家电业格局发生重大转

变的一年。 四川五星秉承

“以顾客为中心”的经营理

念，持续稳步发展。

2012

年 ，除了 “真刀

真枪”的价格战，电商巨头之

间的“口水战”风起云涌。面

对迅速升温整个家电业的电

商价格战争， 差异化经营是

赢得稳定客源及良好口碑的

有力保障。因此，四川五星放

缓开疆拓土的步伐， 转练内

功。 作为中国家电连锁行业

中快速发展的一员， 五星电

器拥有多元化的人才优势、

差异化的服务优势和百思买

国际化背景支持。

2012

年，

四川五星全面升级服务体

系，提出“准时服务、超时赔

付”、“绕城内当天配送”、“小

伍在线远程服务”、“‘星乐

保’延保”和“家电顾问服务

到家”五大承诺，给到五星购

物的消费者带来贴心的售

前、售后体验。

四川五星借助百思买

全球采购优势， 通过组建

品牌让利联盟、异业团购，

最大限度上优化配置促销

资源。在

2012

年坚忍图成

的征程中， 四川五星携手

房地产、家装、家居、摄影、

团购网站等各行业精英通

力合作、整合资源优势，赢

得了大批忠诚顾客和稳定

的营收。

“转”字，我理解为

“转型”之意。纵观

2012

年行业发展， 实体零售

面临调整， 智能科技扑

面而来， 电子商务逐渐

做大， 电商整合拉开帷

幕， 在移动互联网的影

响下人们生活方式也发

生了诸多深刻的转变，

这都意味着行业正走到

了一个转型的临界点

上，对于企业而言，转型

则活，不转则死。

2012

年， 对于苏宁

来说， 也是一个转型之

年。这一年，苏宁正式发

布了“科技转型，智慧苏

宁” 的新十年发展战略，

并且提出 “去电器化”的

品牌战略和成为中国的

“沃尔玛

+

亚马逊”的发展

目标。这意味着，从今年

开始，苏宁不再只是一个

销售家电、

3C

产品的连

锁卖场品牌，而是一个以

“家” 为服务核心的家庭

综合解决方案的提供商。

在线下的实体门店，

“去电器化” 战略转型的

核心在于经营模式的改

变， 苏宁

Expo

超级店增

加了家居、百货、金融产

品、 虚拟产品等等业态，

实现全业态的经营模式。

而线上的苏宁易购，未来

将有选择性地进驻超级

店、

Laox

乐购仕店进行

展示和销售，实现线上和

线下的共享。

12月29日，历经两个月打造的苏宁春熙EXPO超级店正式揭开了神秘的面纱。作为四川地区的首家EXPO

超级店，开业现场吸引了众多市民前往参观和Shopping。颠覆传统的卖场模式、焕然一新的购物环境、全业态的

产品阵容、全开放的产品展示以及巨大的开业让利，让不少市民大呼过瘾。据悉，开业当天，春熙EXPO超级店创

下了苏宁单店销售额的新纪录。

前来助阵的苏宁集团副总裁陈金凤对成都商报记者表示， 春熙路Expo超级店的开业标志着苏宁 “超电器

化”战略在川内全面启动，未来苏宁将借助这一平台推广全品类经营、整体解决方案、集成系统等创新服务，实践

“科技转型 智慧服务”的新十年战略。

苏宁超级店开业现场

苏宁春熙EXPO超级店开业当天上

午，记者在店内看到，各个品类的展柜前，

都挤满了在咨询、体验的消费者，从1楼到

5楼，整个1万多平方米的营业空间都是人

头攒动。虚拟产品专区有消费者在体验话

费充值、酒店预订等自助服务，数码专区

有摄影发烧友在挑选专业的单反镜头，三

星3C体验店内很多人在把玩、咨询note� 2

手机、Tab平板电脑等最新的产品，超级本

专区、苹果专区挤满了正在体验最新产品

的粉丝，游戏体验区的华硕玩家国度三联

屏火爆异常，儿童乐园里则聚集了很多和

家长一起来的孩子在嬉戏玩乐，生活电器

专区虎牌、象印、膳魔师等高端品牌前也

聚满了咨询购买的消费者……伴随着销

售的火爆，各个楼层的收银台以及临时增

设的几十个收银点前都排起了排队付款

的长龙。

在五楼的收银台旁， 小王夫妇正在整

理一串长长的发票联。他们告诉记者，家里

的新房前不久刚刚交房， 看到苏宁春熙路

超级店开业的信息后， 觉得趁这个机会过

来一次性把全套家电都搞定，既方便，省的

钱也不少，“我估计近期都不会有这样好

的机会了，不仅价格便宜，而且还可以免费

抽大奖，活动很丰富，所以不能错过。”

而正在哆啦A梦专区为女儿买哆啦a

梦玩偶的李女士则告诉记者， 今天过来把

电视买了以后， 没想到还有这么多除了家

电以外的产品， 而且看到了女儿最喜欢的

哆啦a梦， 所以顺道就给女儿买一个，“产

品确实齐全，真的挺方便的”。

记者了解到， 为了将春熙路

超级店的开业盛宴打造成一场真

正的岁末让利巅峰， 强势拔下新

年头筹，苏宁方面表示，春熙路超

级店开业紧接元旦小长假， 为了

应对进一步的抢购热潮， 苏宁已

经按照预案与三星、LG、海尔、美

的、海信、长虹、索尼、夏普、西门

子、诺基亚、摩托罗拉、苹果、联想

等数百家上游合作厂商紧急联

动， 第一时间补充了最畅销的机

型货源和特价机， 以满足消费者

的购买需求。与此同时，免费畅赢

奔驰Smart轿车使用权及香港旅

游大奖、 建行与农行分期购物

“零利率、零首付、零手续费”等

一系列超值专属活动也将在元旦

假期延续。

成都商报记者 伏永安

摄影报道

“虽然对开业的火爆人气早

就有预见， 不过今天的实际情况

还是出乎我们的意料！” 当记者

找到四川苏宁总经理顾蔚的时

候， 他正亲自在VIP大客户区接

待顾客， 一见面就抛出了这么一

句感叹。

“为了要确保消费者既能

享受到开业的实在让利，又要享

受到不打折扣的最好服务品质，

根据提前制定好的预案，我们已

经安排成都地区各个门店的业

务骨干和管理人员都到春熙路

超级店来增援帮忙了，而且所有

的人员在开业之前就已经经过

了多次的培训演练。” 顾蔚表

示， 作为苏宁全新一代的门店，

春熙路超级店在品牌品类、购物

体验等多个方面完全不同于传

统的家电卖场，有着众多吸引消

费者的元素。同时，春熙路超级

店开业时间恰逢岁末， 因此，苏

宁携手各大供应商共同推出了

重磅让利，开业期间所售家电的

整体价格全面低于市面平均水

平， 整体降价幅度逼近50%，在

价格上将拥有极大的优势，因此

才有如此盛况。

“没想到在苏宁也能买到哆啦A梦”

开业销量 出乎意料

元旦假期 实惠不断

◆不抢不行！ 跨年巅峰巨献智能手机不到市价三分之一，太划算了！

◆不火不行！ 老用户换购 5 款大屏安卓智能机均可直抵数百元现金！

◆不好不行！ 尼彩专家团队历时半年潜心打造，做工精湛、无比尊贵！

核心提示

拧干智能手机价格虚高水分，终结智能手机

行业暴利，尼彩首届智能机“狂欢节”火爆升级，

掀安卓手机百元特价抢购风暴元旦大型促销酬

宾活动：一、全新上市尼彩 A330在“狂欢节”

半价抢购只要 499 元；二、感恩回馈，尼彩

老用户凭购机凭证或旧尼彩手机，直抵 500

元现金 ,�抢购最新款大屏超薄安卓手机

A300；三、运营商定制特供尼彩 599元话费

包，市场罕见，全场购机就送，月租仅 10元，

市话 3分钱一分钟！（活动详情以店内海报为准，

送话费仅限成都地区）

销售火爆

各店疯抢更胜开业

不要四五千、不要两三千、不要一两千……尼

彩携十余款大屏安卓智能手机全线出击智能手机

市场，即日起，总部特供四川：超火爆新品 4.5 寸双

核 S90、高端商务 4.3 寸 X3、双核 3GN01、大屏旗

舰 X6、炫彩华丽 A7等 4寸以上大屏安卓智能手机

另享 200 元—400 元换机补贴； 超人气 S3 工厂价

599 元还送超值大礼包；N4S 元旦豪华升级， 购机

即送时尚充电宝和 4G 高速内存卡；应广大用户要

求，首款电信版双模大屏智能手机 C07劲爆上市！

尼彩大屏安卓智能机 A330 半价抢购只要 499

元的喜讯传出，尼彩工厂店四川总店被挤得“爆棚”，

八宝街店牛市口店也是如此！ 总店曹店长讲述了遭

遇的火爆场面：“这几天早上 8点刚过， 还没开门营

业，在位于忠烈祠西街的总店门口‘挤闷’了顾客，大

家你一言我一语， 热烈地讨论买哪款智能机自己用

更合适，买哪款智能机送人更有面子，还有人在担心

现在如此便宜，错过了这个机会，以后就是想买恐怕

也买不到了。 开门后，大家更是一窝蜂地往里涌。 每

天一个小时销售相当于以前的全天， 面对暴增这么

多的消费者，连库管都到柜台来‘支援’了。 ”

“太疯狂了，跟不要钱似的！ ”一直排在后面结账

的陈大姐担心缺货了。“这哪里是买手机啊，这简直

就是抢嘛！ ” 现在相同配置的安卓智能机都要两三

千， 老用户换购 5款大屏安卓智能机最高直抵五百

元现金，只要 599 元、699 元，这种机会不是天天都

有，要不是四川尼彩搞大型促销酬宾，消费者哪能占

到这么大的便宜。一家火锅店老板直接买了 2箱，给

员工年底发福利，他觉得“抢到就是赚到”。这种抢购

场景，除了尼彩工厂店，现在已经很难看到了。

虽然尼彩 A330、A300 成为此次活动的热点机

型，但是好多其它款的手机也深受消费者喜爱！ 像

超人气 S3工厂价 599元还送超值大礼包；超人气 4

寸 3G 安卓智能机 N01， 比市场价便宜七八百元，

旧手机还能抵 300 元， 比原先的工厂价也要便宜

2、3百元。 很多顾客都说，本来就卖得不贵，现在更

是冲破心理底线了，当然要买。在双流，两名顾客为

了抢当天最后一台 S90 差点挤爆柜台， 动起手来，

好在店长承诺可以出售样机才平息下来。其实好多

顾客来了，看到手机这么紧俏，问都不问，先抢一部

再说，反正这么便宜，怎么买都不吃亏！

总店疯抢、市区疯抢、郊县疯抢、全川疯抢！ 尼

彩各工厂店火爆态势比开业还猛，短短一年半的时

间，全国工厂店突破 6000 家，仅四川就有 500 家，

千万人选择了尼彩，相信你也会的！

全民疯抢

消费者惊呼：太划算了！

来了，全都来了！ 只为这不谈利润只图口碑的

尼彩智能手机“狂欢节”！新用户来了，老顾客到了；

有丈夫带着妻子，儿女陪着父母；也有三五朋友成

群的……真没白来，有的一家全买齐，有的选了好

几部，自己用合适，送人也合适，多买几部是没错

的！ 大家抢得满心欢喜！

“我们老百姓要的就是实惠、便宜。 只要能给我

优惠，这种活动就热烈欢迎。 尼彩全新安卓智能手

机最低才 499 元，这么便宜，我肯定得过来看看有

没有喜欢的机子，结果发现，尼彩便宜又好用的手

机太多了！ ”陈大哥在体验台反复比较。

“我在尼彩买了好几部手机了，质量放心，价格

公道，遇到这次搞活动，就更‘相因’了。 而且机型

多，可以说是全人群覆盖，不管你是白领、学生、老

人、生意人……都可以抢到自己满意的。”老熟人焦

大哥扳着指头和笔者攀谈起来。

“居然采用的是全球知名的 ARM 处理器，运行

速度几乎可与电脑相比了！ ”大家对尼彩全新安卓

智能手机赞不绝口。“还有多彩时尚外观多种颜色

选择、超大屏幕、超薄机身，支持重力感应、双高清

摄像头、超大容量内存，超灵敏电容触摸、还能识别

手势。 这么低的价格，太超值了。 ”

“终于盼到了，我们老用户有福利了！ ”李先生

高兴地用了一款旧尼彩手机换了部大屏超薄安卓

智能机，直抵了 500 元现金，还享受到了 599 元的

话费，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我原来看上的一款机子没等我买呢就被人抢

光了，后来他们又拿出好几款机子，我看了，也不

错，就赶紧抢了 2 台，慢一点就又断货了，真没白

来！ ”黄大哥兴奋的告诉笔者道。

尼彩安卓智能机

“真智能、超低价、真方便”

智能机虽好，买回来不会用怎么办？别担心，只

要你来尼彩工厂店摸一摸、用一用，你就会发现，尼

彩安卓智能机真的非常简单，不用教、不用学，上手

就能用。仅仅一根手指头，一点一划两个动作，就能

轻松完成所有的操作。 连老人和小孩都能玩得转！

秉承“真安卓、真智能、真低价”的战略定位，尼

彩手机虽说是百元级，但与四五千元的安卓智能机

相比是一样的，全球知名的 CPU、内存、安卓操作

系统，全智能化操作更简单。

“只要几百元，两三千元智能手机上的功能它全

有！ ”李大哥谈了他的体验：“滑动、点击、反应速度

真可谓快如闪电，搜索软件 3 秒钟，10 秒钟就能下

载安装完毕，非常方便。 一键操作，撇脱！ ”“一台尼

彩安卓智能手机就相当于一个平板电脑、一台 GPS

导航仪、一个掌上电视、一部游戏机，你说值不值？ ”

尼彩所有安卓智能手机海量软件和游戏全是

免费的，目前市面近 10 万款可以免费安装、免费使

用，随心卸载。 玩游戏、爱购物、爱交友、看视频、看

资讯……无限应用、应有尽有！ 微博、微信、陌陌、

QQ、股票、淘宝、优酷等这些都是它的“基本配置”。

尼彩安卓智能手机自有过人之处： 拍商品条

码，马上对比各大超市价格，哪便宜哪买。用手机买

机票、火车票、订酒店更省钱、查航班信息、炒股票、

查违章、 买彩票……几乎所有的事情都能办！ 在

WIFI 环境发信息、 聊语音和看视频都不用花任何

通话费、流量费。

而尼彩安卓智能手机的价格却不到市面上同

配置手机的三分之一，旧手机还能“变废为宝”直抵

500元现金，还得到 599元话费，太震撼了！ 全国少

见，全行业少见！“狂欢节”抢部智能手机本身就已

经很划算，同时还送 599 元话费，这才仅仅是开始。

更重要的它还能帮你省时、省力、省钱，你还在犹豫

什么？ 还有什么值得犹豫的？ 赶紧就去尼彩手机工

厂店抢手机吧！

疯抢！ 全新智能机A330半价抢购只要 499元！ 震撼！ 老用户换A300智能机直抵 500元现金！ 喜讯！ 被抢断货的 4.5寸双核旗舰 S90已到货！

四川总店 ：忠烈祠西街 32-34号（太升南路赛格广场西南侧，邮政储蓄银行旁） 牛市口店：大田坎街 15号附 1号（摩根中心斜对面）

八宝街店 ：青羊区八宝街 140号（西大街八宝街交汇处十字路口，新城市广场斜对面） 抢购电话：4007-969-969����028-68538299

“尼彩”所售所有产品均实行“全国联保，售后三包”，为保证消费者权益，“尼彩”手机只特许在省内各地、州、市、县及镇授权

“尼彩手机工厂店”销售，任何非授权的其它传统渠道及网络所销售的“尼彩”手机均视为假冒伪劣产品，尼彩科技对其产品质

量及售后服务概不负责。

尼彩科技集团荣誉出品

尼彩智能机“狂欢节”掀元旦特价抢购风暴

>>>

[活动部分劲爆机型……]

[尼彩掀百元级智能手机全民普及风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