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炎热的8月，持续的高温让人对于周末该如何安

排有些不知所措。上周，保利地产传来的消息让困扰

于此的成都市民为之振奋：接下来的一个月，保利的

“幸福家庭月”将冰爽来袭。全月将推出2014保利

大白鲨海洋生物节、2014保利前沿新奇科技展、保

利业主运动会、七夕保利家庭清凉季四大重磅活动。

届时围绕四大主题活动， 还将有上百项小型活动同

步呈现，数量之多也再次刷新了本地楼市的纪录。

这个8月，行业龙头保利必将带给百万市民不一

样的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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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微信虽小，世界很大

彩电样机3折正品5折

这个周末来苏宁选购彩电，样机3折起售，正品机器5折起

售，包括原价1499元的32英寸LED电视仅售956元，原价2199元

的国产39寸LED电视仅售1499元。原价2599元的国产42寸LED

仅售1988元， 原价3599的国产51寸3D电视仅售2788元， 原价

6299元的合资50CUN� 4K电视仅售4999元，原价7999元的合资

60寸LED电视仅售6666元，价格一降到底；此外，活动期间购买

彩电满一定金额加1元还可获赠价值299元的PPBOX一台！

据了解，在价格十分优惠的基础上，苏宁还针对有汰旧换

新需求的消费者专门推出了彩电以旧换新的服务， 活动期间

消费者凭旧电视换购新机最高可抵400元。

50多款厨卫电器让你省到没话说

同时，为了818的大促，在厨电方面，苏宁也是攒足了劲。

日前，AO史密斯、方太、老板、西门子、海尔、美的、帅康、华帝、

万和、万家乐、沁园、3M、安吉尔等40多家知名品牌电子商务

运营团队聚集苏宁南京总部， 参加2014厨卫电商发展交流大

会，为苏宁易购818大促以及下半年度线上销售目标的达成定

策出招。据了解，苏宁此次和各大厨卫品牌签下了20亿电商采

购大单。

据苏宁厨卫事业部总经理徐海澜介绍， 针对此次818大

促，苏宁推出了“省钱”、“省时”、“省心”三大市场攻略，推

出了18亿微信红包、闪拍、大聚惠、急速达等一系列新的产品

和服务，让消费者“省到没话说”。

中怡康7月份发布的《2014年中国消费电子电器市场中期

盘点报告》显示，以油烟机、热水器和燃气灶为主的厨卫电器前

5月零售量同比增幅分别为4.7%、5.3%、1.8%。中怡康总经理贾东

升预测，未来三年，厨卫家电市场仍将保持10%以上的年均复合

增长率，而2014年的增长率将超过12%。

徐海澜告诉记者，厨卫电器品类作为苏宁易购818大促的

主力军， 届时将联合国内外一线厨卫厂商推出50多款爆款机

型和数百款海量特惠机型， 重新打造厨卫价格坐标。 将包含

499元的55L名牌电热水器，958元的10L名牌燃气热水器，1499

元的名牌烟灶两件套，998元的名牌净水设备等大量定义价格

新坐标的产品。

成都商报记者 郭晶晶

布局更优 体验更好

据了解，目前双楠商城正在紧锣密鼓地完善布置，下

周五将正式重装开业， 重装后的双楠商城将在布局、陈

设、 货品和服务等方面带给消费者与全球家电连锁最新

潮流同步的体验。 此次改造的重头戏是对部分产品布局

的调整，经营面积进一步扩大，以适应不断扩大的市场需

求。据悉，重装后的双楠商城一楼将以经营3C、小家电以

及厨卫家电为主，而二楼则调整主营彩电、空调，三楼则

整层楼经营冰箱和洗衣机。“这次重点拓展了冰箱和洗

衣机的营业面积，从以往单个包间5平米左右扩大到了13

平米左右，同时每一个品牌都将以包间设计为主，而店面

整体设计采用时尚简洁的手法，价格、功能介绍更加一目

了然。消费者在享受低价的同时，将体会到更为舒适的购

物空间及更为周全服务措施，至于价格，则会比以前更加

优惠。“国美相关负责人表示。

单件满1500元送500

� � � �国美陈云龙总经理向记者坦言， 城南家电消费需求

潜力巨大，竞争也异常激烈，双楠商城重张开业后，双楠

商城在压低价格、完善服务的同时，将坚持把店面形象作

为工作重点，使自己在良好基础的条件下，保持市场竞争

优势商城地位。

而本次双楠商城的重新开张， 降幅达20％的特价家电

将砸向蓉城，不但可以拉大与竞争对手的距离，占据更大的

市场份额， 更主要是引领家电消费， 更好地服务消费者。据

悉，开业期间购家电单件满1500元送500，满3000元送1000

元， 同时单件商品的价格也是跌至冰点， 合资40寸LED仅

1788元，合资1P冷暖空调仅1499元，电饭煲3升仅79元等。升

级后的双楠将带给成都消费者新的服务模式和购物体验，无

论是经营规模、品牌阵容还是超低价格都将带来全新震撼。

链/接

国美向云南地震灾区捐款500万元

8月3日16时30分，云南省昭通市鲁甸县发生6.5级地

震。国美集团高度关注此次灾情发展，旗下电子商务平台

国美在线宣布代表集团向地震灾区捐款500万元人民币，

用于灾区救援及灾后重建工作。

根据目前与当地民政部门了解的情况， 灾区现在急

需水和食品， 因此国美在线与国美集团昆明分公司一道

组织了首批救灾物资， 包括50000瓶矿泉水和50000盒方

便面，8辆满载救灾物资的车辆第一时间启程送往云南省

昭通市鲁甸县民政局。

6年前的汶川、4年前的玉树、1年前的芦山，国美的社

会救援一直在行动。2008年汶川地震，国美在第一时间作

出积极反应，向地震灾区捐赠了100个国美博爱医疗救助

站，先后累计向灾区捐赠物资款6000余万元，并与政府合

作援建广元国美博爱中学。2010年玉树灾情，国美集团捐

款600万元人民币，并与当地民政部合作建立数所儿童福

利院。2013年芦山地震，国美救援团队数次赶往灾区第一

线运送应急物资并参与救援工作， 国美控股集团累计捐

款400万元用于灾区援助工作。

“作为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民族企业，国美集团

将持续关注地震灾区的救援情况。同时，国美在线也将充

分发挥自身品类经营及物流优势， 在救援物资的采办和

运送环节积极协助当地政府，以实际行动，为灾区人民奉

献一份力量。”国美在线董事长牟贵先向记者表示，在同

胞遭受灾难苦痛之际，企业应该贡献自己的力量，伸出援

助之手，这也是我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最好体现。

成都商报记者 谢颖

全面关注6万业主需求

着力追求“满额”幸福指数

在今年年初正式提出“新成都生活引领者”的目标之

后，在已过去的7个月里，保利一直用行动在践行着对这个

城市的承诺。

从狮子湖风筝节到石象湖的万人骑游，从草莓音乐节

到爱国航天科技展，保利用丰富多彩的各种活动向超过百

万的成都市民传递：生活不仅有基本生活方式，还有精神

生活方式和社会生活方式；让所有保利的业主深刻地意识

到，选择保利不仅仅是拥有了一所房子，同时也意味着拥

有了更健康、更有品质的幸福栖居方式。

这个8月， 保利全面提升客户幸福指数的行动仍在持

续发酵。 作为成都最有影响力的品牌房企，2014年保利地

产成都公司已经实现了全域成都24盘的宏大布局，保利拥

有的业主数量已经超过6万。庞大的客户数据足以说明，保

利地产在成都的落地深耕，已经对成都人的居住品质与购

房习惯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为了给每位业主打造百分百

的幸福生活，在丰富业主精神文化生活的基础上，保利秉

承做“百年老店”的企业理念，为业主做实事，切实从业主

居家生活的角度考虑，提供生活的便捷、居住的舒适、配套

的全面以及物业保值增值的保障。

据悉，“幸福家庭月”期间，保利还将全面升级业主微

信平台和销售服务平台，从产品品质、客户沟通、风险管理

以及交互管理等方面提升客户满意度。近日，保利还推出

了维系业主活动、方便业主交流的微信平台，便设置了400

业主服务热线，全面提升客户满意度。

四大主题活动为酷暑降温

保利项目现场变身幸福加油站

本次保利“幸福家庭月”推出的活动涉及健康运动、

休闲文化、教育益智、家庭亲情四大主题。8月中下旬，保利

将在狮子湖开展2万人规模的保利业主运动会， 与广大业

主共同联欢。针对不同年龄层次、不同群体的业主，本次活

动设置了多项内容。其中，竞技类活动包括跳远、跳绳、60

米跑、踢毽子、点球大战、颠球达人、五人草地足球、掰手腕

等；益智类活动包括绑腿赛跑、滚坦克大战、超大屏俄罗斯

方块、魔方大赛、麻雀达人、围棋、象棋等。此外，本次运动

会还有极富娱乐性的水上运动项目推出， 勇闯攀岩岛、轻

功水上漂、飞夺泸定桥、水上足球、水上F1、真人捉鱼等水

上全能赛，将让参与者一展身手的同时，尽享清凉。

七夕至中秋节期间，8月份全月保利将持续在各销售

中心设置“保利家庭清凉季”活动，标配设置纯净、凉爽的

气垫泳池，全家都可畅游。趣味水上乐园，深受小朋友和年

轻人欢迎。另外，各销售中心还将提供免费的哈根达斯等

清凉冰品。

大白鲨＋前沿科技“大开眼界”

两大城市级活动刷新视听感受

除了形式多样轻松愉快的互动小游戏，“幸福家庭

月”中也不乏城市级规模的大型活动，将让市民大开眼界。

首当其冲的应属 “2014保利大白鲨海洋生物节”。活

动现场，你将有机会见证活体大白鲨惊险show、8大海洋森

林水族馆、8大海洋世界嘉年华、海洋美食节、大白鲨3D电

影、少年派体感漂流游戏、勇闯海洋岛等丰富的家庭活动。

同步展示的南非大海龟、亚热带魔鬼鱼、赤道尼莫鱼、蝴蝶

鱼、大西洋梦幻水母、印度洋海鳗、南海刺豚、澳洲超级大

龙虾等珍稀海洋生物同样让你一饱眼福。

此外，“2014保利前沿新奇科技展” 将给市民带来顶

级的科技体验。 意念控制、3D试衣间、Google� Glass谷歌眼

镜 、HEX3� AppTag� Laser� Blaster镭射游戏手机控制台、

DJI� Phantom四轴航拍飞行器 、SOLOWHEEL独轮平衡车

、sony� 3D头戴式3D显示器、AR人机互动、机器人舞蹈、磁

悬浮科技样板间展台、 儿童益智太阳能玩具科技DIY� 、

DIY蜘蛛爬行机器人、儿童智能LED小风扇、微信相印互

动、3D打印、体感平衡车等平时只是听说过的新奇设备将

汇聚一堂，绝对让你近距离体验后叹为观止。

为方便保利业主与成都市民观展以及参与活动，

“2014保利大白鲨海洋生物节”、“2014保利前沿新奇科技

展” 两大品牌活动将在保利成都各个区域保利销售中心

展出，展览凭票入场，展览具体时间及索票方式详询各大

销售中心。

20大项目5000万钜惠

超值折扣助你向幸福出发

据悉， 保利成都公司8月份旗下的20大项目， 将推出

5000万的巨额优惠回馈保利业主及成都购房者。 业主本

人、直系亲属再次购买即可享受业主再购2%优惠，并可在

优惠房源上累计折扣折上折。

保利地产8月将启动清盘促销季：城北春天花语、城南

百合花园、 城西梧桐语等热销项目的优质房源将在8月面

世，将以超值的清盘折扣价格震撼成都市场，拥抱保利的

幸福生活变得更加轻松容易。 熟悉市场的业内人士都认

为，对于近期确有置业需求的刚需群体来说，无疑是一次

十分理想的购房良机。

针对热衷于商业地产的投资者， 保利同样有大礼送

上。8月，保利地产“金铺理财季”将隆重开抢，城西高投资

回报商业集群、城北低总价高租金成熟社区底商、城南商

务核心区跃层投资公寓、城东学区商业等金铺投资物业将

集中亮相，并以分期付款一年半以内支付的绝佳付款政策

开启掘金投资热潮。消息上周一经传出，立即在各方引起

轰动，因为本次推出的商铺产品中，有的铺面即使房款没

有付完也一样可以开店收租金，着实令人心动，不容错过。

（贺峥）

满1500元送500元

下周末国美双楠商城重装开业

本周热卖升级！

苏宁最强彩电月“屏”定天下

单月百项活动再创成都纪录

保利引领幸福八月

20大项目5000万钜惠大礼助你成家

2014保利大白鲨海洋生物节

2014保利前沿新奇科技展

2014保利首届“和你一家”

夏季业主运动会

保利家庭清凉季

保利8月品牌活动

保利8月品牌活动索票咨询电话

成都国美双楠商城下周五将重装开业,经过全

面升级的卖场环境带给消费者的不仅是视觉上的

耳目一新，更是大范围的调整了卖场布局，国美联

合各厂家举行大规模的促销活动也将带给消费者

更多惊喜。“家电买得早不如赶得巧， 门店开业必

然是厂家、国美投入特价资源最多的时候，价格自

然也就跌至谷底。 而双楠商城还是我们国美在城

南打造的核心大店，8月16日它的升级开业优惠力

度肯定是空前绝后的， 需要购买家电的朋友是时

候该出手了。”国美市场部秦垦如是说。

在苏宁易购纸品引爆强劲的抢购风潮的

同时， 苏宁彩电的促销也激战正酣———上周，

苏宁宣布针对苏宁易购8.18五周年大促，联

合三星、夏普、索尼、先锋、海信、创维、TCL、

长虹、康佳、LG、海尔等国内外主流彩电厂商，

投入巨额资源，在苏宁全国门店以及苏宁易购

双线打造苏宁8月“最强彩电月”。记者了解

到，活动启动一周以来，苏宁双线彩电销量连

连告捷，销量倍增，而针对这一态势，苏宁也早

已针对最为热销的特价机型号进行了充足补

货， 并联同各大厂家全面追加了促销资源，将

在本周现在这次彩电大促的新一波高潮！

狮子湖项目实景

林语溪

国美双楠店冰箱展厅

2014

年草莓音乐节

苏宁卖场

众多家电等你来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