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买尼彩享换机补贴

以工厂价闻名全国的尼彩手机

工厂店， 震撼启动元旦特价抢购风

暴。N4S豪华升级版正式发售，首款双

模全网大屏智能手机C07四川首发。

活动期间，全新上市的尼彩安卓智能

手机A330半价抢购只要499元， 老用

户购大屏智能手机A300抵500元，4.5

寸双核智能旗舰S90只要999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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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十余款大屏安卓智能手机

元旦期间都是行业“触底价”，购4英

寸以上大屏安卓智能手机另享200元

-400元换机补贴；全场购机就送运营

商定制特供尼彩599元话费包， 月租

仅10元，市话3分钱一分钟。

宏碁双核大屏手机

千元迎新

日前，戴尔退出智能手机市场的

消息让业界为之唏嘘。作为PC巨头的

宏碁近日却高调宣布其双核大屏手

机，以千元低价入市，主攻新春市场。

Acer宏碁是全球第二大个人电

脑及笔记本电脑品牌。 新年双节将

至， 宏碁最新旗舰版双核智能手机

AK330s，仅需1299元，单核版AK330

仅需999元，同时更可获赠限量版加

菲猫大礼包。AK330s是宏碁于2012

年发力智能手机市场推出的一款双

核、 高清大屏Android4.0智能手机。

其9. � 89mm超薄设计， 搭载Cortex�

A9双核处理器，1GB� RAM高速内

存，4GB� ROM超大机身存储，并支

持最高32GB外部扩展存储，装配4.3

英寸qHD� IPS全视角高清大屏。即

日起， 宏碁AK330s及AK330在宏碁

手机天猫旗舰店、 易迅网及宏碁线

下零售渠道均有销售。活动期间，凡

购买AK330s则可免费专享价值59元

的限量版加菲猫手机贴膜或选择加

59元获赠价值299元限量版加菲猫

大礼包,�包括加菲猫手机贴膜，手机

外壳及手机包。

到龙翔买手机

元旦MOTO有惊喜

即日起至2013年1月3日， 位于

太升南路222号一楼的龙翔通讯航

母店正式开启元旦促销活动。

据了解， 龙翔通讯不仅是中国

移动四川地区最大的合作伙伴之

一，还是苹果授权经销商，三星、联

想战略合作伙伴。 元旦期间， 购买

移动G3手机，还可获得移动赠送的

高额话费和超值礼品。 以目前市场

上流行的三星7108为例， 在龙翔通

讯只需5199元， 还有机会额外获得

最高13608元话费以及品牌电磁炉、

电饭煲等小家电。 元旦当天， 摩托

罗拉将在龙翔通讯赛格店户外开展

主题为 “MOTO智惠 绽放无限”

大型路演。搭载当下最快主频CUP

的摩托罗拉新锋丽 iMT788手机供

你现场体验， 同时还有自由落体十

连拍、3D急速赛车PK等精彩互动体

验， 参与体验和咨询均有机会获得

新年精美小礼品。购买MOTO手机

的顾客有机会获得迷你路由器、彩

色移动充电宝、 时尚卡包、 触屏专

用手套。

成都商报记者 李林 伏永安

庞健 朱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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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三星抽大奖游欧洲

新年到来之际， 三星全产品线

火热促销， 消费者只要登录三星官

网参与网络互动， 即可免费赢取天

猫三星官方旗舰店大红包，同时，各

大卖场在售的三星智能手机、相机、

平板电视、电脑等产品更有折上折。

即日起到2013年1月13日， 购买

三星75英寸智能电视75ES9000即送

三星原装韩国进口壁挂架；即日起至

2013年 1月 3日， 购买三星冰箱

GGH10、Mouton系列指定型号，即可

享受买即返千元优惠； 在此期间，购

买三星洗衣机Volga、 摇摇净指定型

号可享受100元-200元优惠； 而在

2013年1月6日前购买三星笔记本电

脑500T、700T、540U即可获赠价值

498元的可触控真皮手套一副。此外，

在2013年1月14日前购买三星数码相

机NX1000、NX210、NX20加1元，全

国29个城市10000张机票免费拿，即

日起机票发完为止，同时还有机会参

与抽奖，赢7天6晚欧洲住宿大礼。

飞利浦音乐基座4折起

现在， 无论你是追逐潮流风尚

的“个性派”，或是注重声音品质的

“内涵派”，都能轻松拥有属于自己

的飞利浦音乐基座。元旦期间，飞利

浦火热促销将在天猫商城飞利浦越

美专卖店启动， 众多明星产品齐聚

亮相，最低四折起。

在飞利浦的系列音乐基座中，

DS3500是融于家居环境的音乐好伴

侣，拥有弹簧式底座端口，能轻松容

纳iPod或iPhone而无需特殊适配器，

还能通过蓝牙传输技术实现无线连

接，能悠然畅享音乐、游戏和视频的

震撼体验；DS9音乐基座采用经典原

木手工打造， 是HIFI级的旗舰音乐

基座产品，精心设计的曲线后盖，可

创造高效的声学结构， 实现原音再

现； 而AS111专为Android手机量身

打造， 为你释放品质音乐的同时可

为智能设备充电。

美承落子蓉城极限特惠

日前，全国最大的数码连锁“大

鳄”之一的美承集团，先后在成都、

绵阳两地开设其新型体验式IT零售

平台———Onezero美承数码生活馆。

据了解， 美承集团是国内领先的IT

专业连锁零售企业。

位于金牛万达的美承数码馆，

IT、手机、数码等国际一线产品均获

得正规授权， 店内设有笔记本电脑

区、平板电脑区、智能手机区、卡片

数码相机区、单反数码相机区、IT附

件产品区、 相机试拍区等十多个功

能区， 可以一站式满足消费者追求

时尚、潮流的个性化数码生活所需。

同时，还能享受正品行货，商品质量

问题20天内免费退换； 商品价格如

果买贵了，15天内返还差价； 帮你

选、教你用，一站式全程服务。即日

起至2013年1月13日，美承还有极限

特惠品抢购： 三星N7100� � Note� 2、

ThinkPad笔记本电脑分别直降1200

元和500元、索尼LT26ii跌破3000元。

买华硕笔记本送好礼

即日起至2013年2月24日，凡购

买华硕A\K系列笔记本电脑，即可获

赠华硕精品商务礼盒（宝珠笔/记事

本/钥匙扣）1个；凡购买华硕N系列

笔记本电脑并且加299元，即可获赠

华硕新秀丽时尚背包+华硕红外无

线鼠标EQ-30套装 （新秀丽背包价

值1080元，无线鼠标价值128元）；凡

购买华硕S系列笔记本电脑，即可获

赠时尚迷你加湿器一个。

在 华 硕 系 列 产 品 中 ，ASUS�

VivoBook是业界最早上市的Win8触

屏笔记本， 采用全新的笔记本与平

板电脑双合一设计， 融入Win8全新

触控体验、2秒随开即用、 美声大师

音效和金属拉丝机身， 以及可全屏

幕视频会议的高清摄像头， 更将电

池的使用寿命延长了3倍。其中ASUS�

VivoBook� S200E轻至1.40Kg， 最低

价仅3299元起， 购买该产品可获赠

时尚迷你加湿器一个。

2012即将翻页， 是时候为自己换一

台崭新的电脑、 品质的相机、 潮流的手

机。今晚，成都数码广场联合中国移动启

动跨年闭馆特惠促销活动， 中国移动动

感地带的客户， 发送DGBG到10086，就

可以下载专属二维码，进场shopping哦！

2999

元的

iPhone5

百台半价机更给力

用一半的价格买全价的数码，跨年

闭馆特惠上惊喜连连。成都数码广场为

进场的消费者提供上百台半价热销机，

被果粉“热捧”的iPhone5只要2999元，

1288元就可以买到最新最热的iPad� mi-

ni， 还有199元的三星千万像素数码相

机， 想要把最潮数码单品揽入怀中，就

不要错过成都数码广场今晚的跨年闭

馆特惠夜。

入场就送礼 购机就返现

成都数码广场的相关负责人透露，

今晚的跨年闭馆活动是真正的 “零门

槛”，是IT潮人的狂欢夜。前来参加闭馆

活动的市民无需消费，都可以免费得到

动感特权移动专属礼品和免费的游戏

币。除此之外，各类促销、送礼也十分给

力。譬如消费者选购的IT产品不在半价

机之列也能享受额外的优惠活动，闭馆

活动期间，只要购买笔记本电脑、品牌

台式机、DIY整机（含显示器）、数码相

机/摄像机单件产品满1000元， 就可返

200元现金和200元移动话费。

返现加送礼

厂商齐聚闭馆夜

跨年闭馆活动也得到品牌厂商的

鼎力支持，厂商也纷纷拿出资源回馈消

费者。闭馆期间，市民来成都数码广场，

除了可以用超低的价格买数码产品，还

可以参与卖场的给力活动， 领取所买产

品的厂商馈赠的返现或礼物， 可谓礼上

加礼，三全其美。今晚零时，新年倒数的

钟声即将敲响， 成都数码广场为进场的

IT潮人送上一张太平洋咖啡券， 手捧着

暖暖的咖啡参加来福士的新年倒数par-

ty，这样的跨年幸福满满。

错过闭馆 元旦持续给力

错过了闭馆？ 成都数码广场元旦促

销活动仍会持续给力。1月1日、2日到成

都数码广场负1楼、1楼购买笔记本电脑、

品牌台式机； 负1楼、2楼购买DIY整机

（含显示器）， 或在负1楼、3楼购买数码

相机/摄像机，单件商品满1000元，就可

以参加“一拳赢一百”活动，如果你运气

好，最高4999元直接返还，宝贝“白捡”

回家。除此之外，成都数码广场还联合国

内外各知名厂商，加码元旦促销优惠，不

论是返现还是赠礼都是重量级的。 购买

最新款的数码潮品， 额外赠送品胜充电

宝；购买单品就可以参加抽奖，奖品包括

32寸的液晶电视和品牌小冰箱。

倾力服务

只为让您觉得满意

成都数码广场为了让消费者在购物

前后都能得到切实可靠的保障， 在全年

贯彻实施“先行赔付 双重保障”计划，

让消费没有后顾之忧。 为了提升消费者

的购物体验度， 成都数码广场针对爱好

摄影的朋友打造了新尚摄影俱乐部；针

对学校学生群体举行多次进校免费维护

等活动。元旦期间，成都数码广场还将开

展各种特色促销活动， 举办针对不同群

体的体验式活动， 满足不同消费群体的

需求。

成都商报记者 朱静

又到了3C促销季！无论是厂商还是卖场都铆足了劲，准备在新年到来之际大

干一场。如果你最近有购买家电、数码、手机产品的打算，千万不可错过这个绝佳

的时机。成都商报记者多方打探获悉，元旦、春节期间，3C厂商及卖场几乎均以

“触底价”销售，除了惊人的折扣，还准备了多重好礼，参加购机抽奖甚至有机会

免费港澳游。

辞旧迎新

3C潮品折上有礼

志高派发“年终奖”

免费港澳游迎新年

现在，免费的“年终奖”来了。

元旦期间， 只要购买志高空调就能

免费领“年终奖”，除了各种常见优

惠外， 更有 “4日3夜港澳双人豪华

游”免费派送。据了解，自去年11月

开启的志高空调 “龙冬攻略大惠

战”促销活动，回馈力度堪称空前，

在全国掀起冬季空调抢购热潮。据

销售人员介绍， 志高空调 “龙冬攻

略”第三波“决战双节迎新年”将持

续到一月底， 各种促销优惠劲爆登

场：特价机、超值内购、惠民补贴、买

一送一、云空调全球首销送大礼、购

机免费港澳游等，优惠前所未有，出

手正当时。

活动期间， 志高云空调也将首

销。早在去年6月，志高已在全国一

些城市设立云空调体验馆， 引发消

费者的浓厚兴趣。如今，云空调终于

正式发售，首批购买的客户，率先享

受云智慧的同时， 还将获得多重神

秘大礼。据悉，云空调的诞生，也宣

告空调产业自定频时代、 变频时代

后，正式进入云时代。志高云空调拥

有云升级、云控制、云诊断、云定制、

云适应等五大智能技术。

发短信买海信抵千元

双节期间，海信电视开展“2013

贺岁狂欢季”活动，让你“玩”“团”

“购”！“玩”：到海信专柜畅玩《狂

野飙车6》等游戏，即可获赠精美礼

品一份；“团”： 拨打团购报名热线

即可获得海信“暖冬团”资格短信，

凭短信享受特价机优先购买权，并

可在购机时抵用最高1000元的购机

优惠；“购”： 购买海信50英寸以上

智能电视不但可享超高优惠， 并可

获赠无线键鼠等智能大礼包。

华帝全线5折送好礼

即日起至2013年1月6日，适逢华

帝二十周年庆。期间，华帝全场单品5

折销售， 超值庆典套餐最低2012元

起；只要原价买下烟机，即可送相应

型号灶具， 还可再送相应型号热水

器。另外，本次活动空气源产品全场9

折销售，净水器产品全场8.5折销售，

DW系列热水器不参加5折活动，满

额可送赠品。活动期间，购买华帝产

品的消费者可获得礼品积分， 消费1

元钱积1分，有厨房用具、浴霸、换气

扇等，更有精致生活三件套赠送。

成都数码广场

跨年闭馆特惠今晚启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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