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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款55英寸电视价格绝对震撼！具体

是什么品牌？到店绝对让你惊喜！它采用

UHD� upscaling�画质增强技术，超高清画

质适时提升。全新的图像引擎不仅可以以

4K分辨率显示超高清来源的内容，甚至可

以对电视节目、电影及视频点播等一般分

辨率的内容进行优化处理，使其转换成近

乎超高清级的画质水平。具有一屏双享功

能可为您带来丰富多彩的视听新体验，利

用该智能功能将一个屏幕分割成2个画

面，可以在观看电视节目的同时，显示互

联网上搜索到的与该节目相关的信息；也

可以在观看现场直播的同时欣赏在线视

频点播的节目。四核处理器让你拥有更为

流畅自如的使用体验。

全城家电

大升级

第 五 波

核心

提示

本报“全城家电大升级”活动已经进

入白热化阶段，明日全城升级活动就将正

式开始！从明日起到8月31日，你可以凭本

报提供的现金补贴优惠券去购买家电，在

与销售人员谈好价格后，在交钱时就可以

抵扣100元-300元。目前，活动报名仍在火

热进行中。

想要获取优惠券的市民，可拨打本报

热线电话(028)86613333-1报名，留下真实

姓名、电话。也可以通过成都商报APP客

户端报名：下载成都商报客户端，进入“家

电大升级第三波”活动页面，留下姓名和

电话。

现金补贴绝不会 “先涨价， 后补

贴”！你可以选好电器，上网比价，然后跟

销售人员砍价，价格让你满意后，在交钱

时再拿出优惠券直接抵扣现金。除了现金

补贴以外，为了支持“全城家电大升级”，

此次活动的唯一指定卖场成都国美商城

还专门为此次活动提供了三批特价机型，

保证你以全城最低价把家电买回家。如果

你觉得一次性把家里的电器更换经济上

有压力的话也没关系，你还可以办理分期

付款，半年免息。活动期间只要刷卡还可

以领取青花瓷四件套。

8位幸运读者 免费换了新家电

之前，“全城家电大升级活动” 第二

波活动让市民晒出自己家里的老家电，并

从中选出了8位市民免费换新家电。 根据

送货日期的安排，目前，这8个家庭已开始

用上了新家电。18日， 记者来到赵女士家

中，她家的一台1994年的东芝CRT电视机

被换成了32英寸的长虹液晶，赵女士对新

更换的液晶电视机表示非常满意，“不论

是体积、外形还是画面、清晰度都好了太

多！”

19日，此次活动中最老的“55岁”的

松下空调被一台全新的“美的”空调所取

代。虽然主人张女士对陪伴她55年的老空

调有些不舍， 但新空调安装好了以后，既

能使用遥控器操作，还能调节温度、定时

开关，方便、好用，张女士不禁感叹：“新空

调是好用，一下就凉快了！”

分期付款买家电 半年免息

在看到关于老旧家电存在安全隐患

的报道后，一些市民也动了更换家电的念

头，但是有些家庭还是会觉得一次性更换

家电经济压力太大，也有人不愿意将太多

的钱花在家电上。没关系，你还可以可采

用分期付款的支付方式。据国美相关负责

人介绍，顾客凡持有招商银行、建行、工商

银行、哈尔滨银行的信用卡，凭本人身份

证即可直接在国美门店办理分期付款业

务，分期付款完成的时间一般分为3个月、

6个月和12个月。 如果顾客没有上述银行

的银行卡在国美购家电也能通过其专门

的绿色办理通道进行分期付款业务办理。

其中，持哈尔滨银行信用卡在国美成

都所有门店刷卡购物，申请分期可以尊享

3期、6期 “0利率、0手续费”，12期3.6%手

续费的优惠。（在购买商品后拨打统一客

服400-60-95537申请办理分期即可）也

就是说，分期3个月、半年都是没有任何利

息和手续费的。而且，在此次活动中消费、

分期成功的朋友还可以到哈尔滨银行的

任一网点领取青花瓷四件套。

我们将继续为购买家

电的市民送出现金补贴优

惠券。购买1000元电器，可

抵用100元；购买3000元电

器， 可抵用200元； 购买

5000元电器， 可抵用300

元。 想要获取优惠券的市

民，报名领券方式：

1

、 拨打本报热线

（

028

）

86613333-1

，留

下姓名、电话；

2

、 通过成都商报

APP

客户端报名：下载

成都商报客户端，进入

“家电大升级” 活动页

面

,

留下姓名和电话；

3

、 前往成都市哈

尔滨银行网点均可接

受报名，领取优惠券；

4

、 小区附近各大

成都通报亭可登记报

名、领取优惠券；

5

、 活动期间在成

都国美商城的所有门

店凭报名姓名、电话领

取优惠券。

优惠券使用日期为

8

月

22

日

-8

月

31

日。

优惠券

继续送

保鲜新生活，鲜

级三门机控，亚光银

拉丝银面板，三门三

温区，吸顶式照明点

亮空间，可移动防渗

透搁架，GPPS树脂瓶

框，透明内饰一览无

余，高效丝管蒸发器，

底部加强制冷管。

不锈钢，六大高

效节能技术，五大静

音技术， 光合VC养

鲜， 高可靠性设计。

国际名牌高效压缩

机， 超强核心动力。

超厚发泡层。可折叠

酒架，随心调节冷藏

室空间。

12小时预约定时， 黄晶蜂窝内胆，瞬

间导热，防刮耐磨。4� L容量，满足一家六

口之需。超级不粘黄晶蜂窝内胆，360度全

密封，营养不流失，快速省心；一键式开盖

设计，更人性化。

148mm超

薄机身，21分

贝超静音，特

有ARS声学抑

噪技术， 柔性

创新 风 道 升

级，上下出风不吹人，兼享舒适健康；节能

省电，使用寿命持久；内螺纹铜管，升温降

温速度更快。创新V角度高效蒸发器，换热

效率提高15%。

美的(Midea)净饮机

JD1256S

� � 智能触摸屏， 滤芯

动态显示； 烧水方式三

种选择，满足不同需求；

1.5L大容积防烫手不锈

钢沸腾胆； 饮水机和净

水桶的完美结合； 大容

量臭氧消毒储物柜。

美菱（MeiLing）

BCD-205L3C

三门冰箱 银色

1499

元

1498

元

上菱（shangling）

BCD-301DHN

301

升 多门冰箱

（不锈钢色）

美的电饭煲

FD402� �

258

元

55英寸4K超高清电视

UA55HU5900JXXZ

7799

元

美的烟机CXW-200-DJ101+

美的(Midea)JZT-QL300

嵌入式燃气灶

1999

元

海尔（Haier）

KFR-35GW/09QDA22A(白)

1.5P

壁挂式无氟变频冷暖空调

2498

元

（具体机型及价格以到店咨询为准）

第二批特价机型看过来

（特价机型均可购买，不同时接受现金优惠券）

张女士家换上了新空提

55岁老空调退役

第二批超实惠特价机来了！

价格让你震惊 分期付款还免息

3299

元

烟机：

四重油烟分离，97.6%油烟分离

度，25度倾芯劲吸，航空翼型蜗舌技术，抗

回流，降噪音，全封闭威灵电机；抗指纹防

油污易清洁；易拆洗康达导烟板。

燃气灶：

精拉丝不锈钢面板，防油防

污，历久弥新；65度抛物线火，火猛省气，

超低废气排放；专利防水阀体， 杜绝阀体

进水；4.2KW大火力，煎炸爆炒样样行；面

板与承液盘一体拉伸成形，防腐防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