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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虽小，世界很大

在成都 投资全球

2014中国（成都）国际城市投资博览会4月25日~27日举行

涉及数十个国家和地区约300个海外投资物业齐集东郊记忆

4月11日起，全川家电连锁卖场巨头

成都国美与家电厂商翘楚长虹·美菱集

团首次达成深度战略合作， 共同启动长

虹空调、彩电，美菱冰洗空袭活动，双方

协议就供应链优化、旗舰店建设、二级市

场覆盖、定制包销产品、ECP信息系统对

接等重点项目展开深度合作。 未来国美

将继续成为长虹、 美菱全系列家电产品

最主流的销售渠道。4月11日-13日国美

将联合长虹·美菱打响头枪，在全川范围

内开展大规模内购会， 双方都会拿出最

多的特价资源投入到活动中。要买长虹、

美菱产品的消费者， 本周末可以在国美

得到最大优惠。

国美在全新的O2M全渠道商战略引导下，通过完善

的供需链体系确保低价商品。此次与长虹·美菱的独家战

略合作，正是国美推动差异化产品战略的具体表现，未来

国美将持续加大主动型供需链建设， 不断提高买断式商

品比例与定制商品数量，进一步深化独家专供定制采购、

优化组合的策略。 成都国美独家专供产品销售比例已高

达25%，成为推动国美综合毛利率上升的主要动力。

据成都国美总经理陈云龙介绍，国美与长虹·美菱集

团一直保持着极其良好的战略合作关系， 先后开展过多

次成功的联合营销，国美作为长虹最核心的销售平台，独

家渠道销售占长虹销售大盘的25%以上，而长虹·美菱的

品牌销售在国美也占据着同样重要的位置， 双方在各自

的战略发展上都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

以往家电连锁企业更多的是扮演着从厂家向消费者

输送产品的“机械手”角色，但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快速到

来，用户成为决定企业发展的关键力量，如何精准把握并

针对性地满足用户需求成为企业竞争的核心内容。 以企

业为核心的传统单向推销模式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发

展， 连锁企业必须由单向的产品通道转变为紧密连接消

费者与制造商并准确创造需求的平台， 这是当前零售企

业实现健康持续发展面临的重要战略课题。

而此次国美与长虹双方在友好合作的基础上，再一次

就采购、供货、资源等多方面问题开展更加深入的战略联

盟，正是顺应了整个家电市场的发展潮流。在战略合作期

内，长虹·美菱品牌家电将在国美全川门店集中性推广，依

靠国美领先的ERP信息系统及庞大的消费数据库，不断研

究消费者需求， 将长虹·美菱最好的家电产品展现给消费

者，同时通过开展厂商联合内购会、新品发布会等多种营

销形式，让消费者可享受到双方通力合作带来的更加专业

周到的家电生活服务以及最为给力的特价资源。

新 / 闻 / 链 / 接

3C爆款凭发票换新最高补贴10%

不限原机购买渠道

4月11日～5月18日期间， 消费者可凭在任意商家购

买的同品类购物发票，参与国美“跨渠道换新”补贴活

动， 消费者可在成交价的基础上再享受到最高10%的优

惠补贴。之前国家倡导的“以旧换新补贴”政策全部是针

对冰箱、空调等大家电，并需要用老旧机器来兑换新机，

而本次国美将“以旧换新”政策作为蓝本，在活动形式上

进行了优化创新。 消费者仅需提供在任意商家购买的同

品类商品发票（发票不限品牌、年限、渠道），前往国美门

店购买参与活动的机型，即可获得5%～10%的补贴优惠。

成都商报记者 谢颖

作为苏宁在四川的首家自建店，天府立交店2011年1

月闪耀绽放城南， 成为苏宁在西南地区最为耀眼的一颗

新星，开业三年多以来，该店以领先业界的Expo超级旗

舰店模式， 为蓉城消费者带来了不同以往的绝佳购物体

验，与此同时，也成为蓉城市民购买家电的最佳去处。记

者了解到，在此基础上，为了适应最新的消费流行趋势，

提供更加贴心的购物体验，苏宁已于2月初启动了对天府

立交店的全面升级改造工程———据介绍， 此次升级将采

用行业最先进的Expo超级店模式，4月30日，一个深度植

入Expo最新标准和理念的天府立交店就将以全新的面

貌惊艳亮相！

苏宁旗舰店铸就行业标杆

四川苏宁总经理顾蔚表示，在全面转型互联网企业

的大背景下，苏宁正在全面打造“店商+电商+零售服务

商”的云商模式，而Expo超级店就是其中“店”商的绝

对主力，作为苏宁在西南地区的标杆旗舰，苏宁天府立

交店升级Expo超级店可谓势在必行。据介绍，升级后，天

府立交店将通过商品规划、 店面升级等多方面的变革，

全面提升店内出样丰富度以及产品体验度， 除此之外，

还将从单一的家装家电整体解决方案拓展到智能家居、

商务办公、游戏电玩、电子电教、健身休闲、汽车用品、金

融服务、家装家居等20多种整体解决方案，实现全业态

的经营模式。

深耕核心商圈 构建蓉城超级旗舰店群

2012年底，Expo超级店这一先进的店面模式在第一

时间被苏宁引进到了四川———2012年12月29日， 春熙路

店率先成功升级为Expo超级店。2013年9月19日， 西大街

店也成功升级为Expo超级店。 经过长达半年的准备，今

年3月，苏宁又启动了针对天府立交店的升级工程，4月30

日开业以后，该店将成为苏宁在蓉城的第三家超级店，而

这也标志着苏宁最为核心三大店面将全面超级店化。

苏宁方面表示，春熙及西大街Expo超级店的成功运

营经验表明， 这一全新的店面模式对销量的提升作用将

会是跨越性的, 给消费者带来的消费体验也将是前所未

有的。因此，重装升级完成以后的天府立交店将会进一步

巩固其在业内的领先地位，将与分别雄踞城中、城西的春

熙Expo超级店及西大街Expo超级旗舰店一起抱团发力，

强势构筑蓉城牢不可破的超级店铁三角！

成都商报记者 王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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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宁红孩子实体店

4月30日落子苏宁广场

2012年9月25日，苏宁宣布以6600万美元收购母婴用

品领域领先的企业红孩子公司。随后，苏宁顺利完成了对

红孩子的整合，从组织架构的完善，到企业文化的融合；

从供应链管理系统、会员管理系统、仓储配送系统等后台

的无缝对接，到前台网站的全面融合，诸多举措都在有条

不紊地迅速推进。近日，围绕“战略执行年，成效突显年”

的2014年定位， 苏宁宣布红孩子作为电子商务发展最重

要的一个链条，将成为单独的公司独立运营，而实体店的

开设则成为红孩子公司目前最重要的工作之一。

记者了解到，目前，苏宁已在北京、无锡等地开设了

多家红孩子实体店，而作为西南地区的核心城市，红孩子

实体店也将落子成都，其首家门店将于4月30日与苏宁广

场及天府立交超级店同步盛大开业。开业后，苏宁红孩子

实体店将为蓉城消费者提供集试用体验、亲子互动、早教

中心于一体的一站式购物体验。

全川国美与长虹·美菱深度结盟

多款定制产品满足消费需求

4月30日 旗舰华丽焕新

苏宁天府立交店极速升级Expo超级店

成都商报记者日前获悉，2014中国（成都）国际城市

投资博览会正式落户成都。据悉，本次国际级地产展会由

成都泽宏嘉瑞和海外SO集团联合主办， 成都商报系房地

产运营中心全程媒体支持。 展会地址已敲定在东郊记忆

的锦颂东方艺术展览中心，4月25日至27日，约300家海外

优质投资物业将云集东郊记忆。

展会第一次落地成都

300海外优质地产 涉及数十个国家和地区

组委会相关负责人表示，过去，国际城市投资博览会

主要在国内一线城市，如：北京、上海、广州等地举办，旨

在为海内外项目和投资者搭建一个权威交流平台。“今

年，展会在成都举办，源于成都日渐提升的国际影响力以

及成都强大的消费实力。”上述负责人透露，包括美国、英

国、澳大利亚、葡萄牙、西班牙、加拿大等数十个国家和地

区在内的300余家优质地产项目将集体亮相本届2014中

国（成都）国际城市投资博览会。

据悉，海外SO曾成功举办2012北京春季/秋季房地产

展示交易会，2013北京春季/秋季房地产展示交易会，2013

中国（广州）国际地产投资展览会，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

高端论坛， 国际地产与投资高端酒会等国际国内大型活

动。此外，海外SO（www.haiwaiso.com）作为中国领先的

海外生活服务品台， 是全球最早建立的独家提供第三方

国际地产、移民、教育、生活一体的360度服务的综合型网

络平台。

海外SO集团相关负责人在受访时表示， 展会就是要

直通终端，让买卖双方同时到场，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展会

的效果。他称，多年来，国际城市投资博览会在一线城市

积累了丰富的客户资源，其中，名企CEO、高级白领、明

星、媒体人、银行VIP客户、高端小区业主……个人资产

3000万以上的投资客上万组。此外，本次展会还整合了中

国商业联合会、珠宝协会、奢侈品协会、高尔夫俱乐部、名

车俱乐部等高端资源。

零距离接触海外物业

除了看房还能咨询移民旅游海外投资

“目前，成都很多有投资实力的投资者都在进行海

外投资， 但是， 因为市场没有成熟专业的服务平台，他

们只能自己去甄别。 本次展会将引入约300个海外项目

集中参展，给成都投资者创造了在家门口投资海外项目

的绝佳机会。”活动主办方相关负责人告诉成都商报记

者，这些国际精品项目登台亮相，将给投资者带来更多

选择。

活动主办方之一的成都泽宏嘉瑞相关负责人认为，

海外SO拥有的海外资源是独特的， 它将给本次展会带来

更多成都市民前所未闻的新项目、新理念和新看点。

成都商报记者注意到， 目前确定参展的海外项目囊

括英国、意大利、德国、俄罗斯、加拿大、西班牙、葡萄牙、

泰国、美国、马来西亚、澳大利亚、塞浦路斯等全球数十个

国家和地区。而在本次展会上，成都投资者将近距离接触

到这些来自不同地区的地产项目。

另外，与其他地产展览不同的是，本次展会通过汇聚

来自国际房地产开发商、代理商、移民公司、旅游机构、投

资金融机构、媒体等资源，全力搭建以房地产为龙头、住

宅相关产业和相关服务、配套企业与消费者的交流平台，

为供需双方提供一站式解决方案。 对广大成都投资者而

言，4月底的这场投资盛宴显然不容缺席。

成都商报记者 王胜波

4月，和黄·南城都汇是最耀眼的楼市红盘。一系

列重磅营销动作下，主打90平米纯板式三房的“和

黄·i-都会”迅速蹿红，“903”旋风呼啸楼市。与之

同时，南城都汇四期“盛御”组团历经数年精心打造

亦大美呈现，霸道中庭水景令观者备感震撼。

清明小长假期间，和黄·南城都汇三天接待客户

量累计逾千人，成交量及美誉度接连攀升。日前，多

位资深业内人士均对和黄·南城都汇近期的市场表

现给予了高度评价， 一个超级大盘的王者气度已蔚

然城南。

“903” 3房市场全新领导者

“70+80+90=903”，这是和黄·i-都会在4月初

向全成都抛出的一道算题。它代表的意思是，无论70

后，80后还是90后， 在和黄·i-都会都能找到优质居

家的港湾。而对突然而至的“903”，最贴切的解构

为： 两梯两户纯板式三房两厅双卫———一个成都房

地产市场上绝无雷同的三房产品。

事实上，自去年底和黄·i-都会在神仙树片区惊

艳登场以来，凭借一系列罕有硬件指标，i-都会迅速

成长为成都3房市场的全新领导者。i-都会“903”的

2梯2户板式3房，不仅实用，板式指标更直逼不少大

面积户型项目。“和黄·i-都会是目前最能经受市场

考验的顶级3房项目。”一位分析人士指出，新城中

心的纯熟地段搭配独一无二的产品形态，是和黄·i-

都会2014年继续傲视市场的资本。

i-都会是市场上少有的纯天然3房， 不需要改

造，节省后期装修的隐性费用。其次，端头单元主卧

及次卧均带有270度转角飘窗， 确保了空间利用率。

而约3.8米的客厅开间，也普遍大于一般市面上的小

面积3房，主卧面积约18平米，可正常摆放双人床。另

外， 客厅及餐厅的长宽比例约1：1.8， 黄金比例，采

光、通透性更好。一位看房者表示：“80余万起买这

样的顶级3房，现在可能是最后的机会了。”

两年打造 盛御实景呈现

经过近两年打造，和黄·南城都汇四期盛御在今

年3月迎来交房期。方便快捷的公共配套，绝版的区

位优势，发达立体的交通网络，再加之和黄倾力打造

的品质社区， 住城南已然成为引领成都社居水平的

制高点。

“两年前买房时就看中周边的配套，现在看到

实景呈现更觉得当时的决定没有错。”收房现场，一

对来自达州的夫妇感慨。 走进小区映入眼帘的是满

园春色，园区里树木葱郁，鲜花簇拥，加之灵动的喷

泉水景，如公园般的景致已令业主陶醉。来到屋内，

方正的户型设计，零浪费的空间布局，户户观景的大

阳台， 精心的飘窗设计让业主迫不及待规划起装修

设计，期待早一点住进新家。项目品质还得到了协同

业主收房的专业工程人士的称赞。

据悉，盛御臻美实景呈现，还吸引了南城都汇众

多老业主慕名参观。 目前， 到访参观人数已超过千

人。而盛御近两千户交房纪录连创新高，也打破南城

都汇单日收房户数最高纪录。更火爆的是，大批陪同

业主收房的亲朋好友看到盛御实景后心动不已，纷

纷到销售中心咨询是否还有房源可售。为配合交楼，

南城都汇4月5日～7日还举办了马车看房活动，收楼

业主及到访客户均乘坐欧式马车游园， 感受盛御现

场美景，博得了众多业主及购房者好评。

（王胜波）

300余个海外项目登

台， 创成都高端海外

展会规格之最

1000名独家特邀实

力买家， 为展会搭建

一场直通终端的展示

交易平台

8000 平 米 展 会 面

积，218个宽敞展位，

全方位展示参展项目

亮点和卖点

2014中国（成都）

国际城市投资博览会

展会时间：4月25日～27日

展会地点：东郊记忆·锦颂东方艺术展览中心

主办单位：泽宏嘉瑞、海外SO集团

媒体支持：成都商报系房地产运营中心

官方网址：www.haiwaiso.com/cipi

国际招商电话：+8610－82676171

展 会 信 息

活动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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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悉尼的最新标准公寓 图据海外

SO

塞浦路斯花园洋房

美国亚特兰大联排物业

4月楼市热点

聚集和黄“903”

90平纯板式三房走红， 南城都汇

“盛御”实景呈现

店铺
●急转南门洗车场13881966186

●低价急转武侯大道双楠段305平
米铺面转让,电话13438820133
●琴台路70米铺转133880376028
●西门旺铺企业转项兑店优越
2300平广告勿扰15680711118陆
●外双楠栖霞路37号900平米商
铺转让停车方便13808061639

●市中心旺铺急卖18980811896
●三洞桥路旺铺招租（可餐饮）
电话；18349273588
●西门千平火锅低18981897596
●出租李家沱商铺3300平,租金低
无转让费,可分租18502838288
●广福桥旺铺出租202平米3.2
万/月可分租13880020516
●市内150平超市转13808056461厂房租售
●鑫和工业园标准厂房租售，紧邻
青白江八大市场，4008036599
●北新线旁厂房，库房6万平方米
招租，可分租13458516833
●售高新西区土地18030738377
●蛟龙1.2万厂房租13558880505
●成渝立交4千厂库13689067949

●蛟龙港标准厂房租赁85730559
●成都市青白江佳飞市场旁2万平
米库房出租13981755666。
●土地招商，量身订做，标准厂房，
双证齐全028-87518098
●温江海峡科技园厂房15000平
出租水电气齐15882044508
●龙潭总部经济城办公楼、库房优
价出租15390088099
●都江堰厂房租售13880054834
●●温江厂房出租13981939378

●蛟龙港8400平工厂水电气齐可
供制衣制鞋电子类企业87076496

●新都木兰2500平13881869784
●金堂5千平厂房租13708006115
●三江25亩厂转让13505765796

●航空港鞋城厂租18682698997

●新都工业东区标准厂房办公楼
岀租18981905302、69287209
●租售1200平厂房13908185396担保公司

房产抵押咨询
招商

●都江堰经营稳定优质盈利幼儿
园转让15928975308李老师
●新酒楼.别墅招商18780096013
●低租十陵商办楼13908193839
●融灿投资好项目咨询85952803
●旺酒店租.转加盟13981716419
●位于成温路三环外，青羊工业开
发区对面，约二十亩二类出让住宅
用地转让，拒中介 ． 电话：
13308088059联系人：王先生

●快递物流招加盟4000056001
●邛崃临邛工业园标准厂房租售
电话13882157830,4008326898
●金沙会所转让18628316277王
●建筑工程装修寻总包垫资抵房
等其他形式分包13348950679
●收购出租车公司131985436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