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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微信虽小，世界很大

业绩喜人

非电器品类增长迅猛

据苏宁市场相关负责人介绍，

喜人的业绩得益于一直以来苏宁在

商品扩充、商户招商、跨境电商等领

域的准确布局。据了解，母婴、超市、

开放平台等团队的高效执行使得苏

宁易购的母婴、 百货等非电器品类

出现迅猛增长， 目前苏宁易购商品

SKU已达600多万。急剧扩充的SKU

是成交飙升的基本保证， 该负责人

介绍， 至11日凌晨1点， 仅仅1个小

时，苏宁易购就售出20017台50英寸

彩电、20212台对开门冰箱、21961套

油烟机、100257台手机、35689台平板

电脑。除家电、3C等传统优势品类继

续领跑外， 非电器类的表现也尤为

抢眼： 至11日18时苏宁易购就售出

912万片面膜、237万罐奶粉、1630万

包卫生巾。

最快22分钟送货

保证消费者购物体验

对于消费者最为重视的物流体

验，在短兵相接中，苏宁物流打得格

外抢眼，不仅创造了22分钟送货上门

的最快速度，11月11日当天订单送达

率也达到了93%。

据了解，双11期间，苏宁延续在

重点城市的急速达、半日达、一日三

送等特色服务，50000名物流员工通

宵达旦作业，最大限度保证消费者购

物体验，截至11日12时，苏宁11日凌

晨0时到6时产生的订单发货率达到

了98.3%；至11日18时，苏宁11日0时

到12时产生订单的送达率达到了

93%。

最后抄底

苏宁“围追堵截”双11

� � 据了解，苏宁已经对全国货源和

资源进行了梳理，并进行有针对性的

货源补充和资源洽谈工作，将O2O购

物节期间的销售价格和活动力度延

续，直到本月16日。

据苏宁市场中心负责人说：“现

在消费者购物越来越理性，我们不希

望堆积消费需求和流量来创造1天的

神话，而是希望提供相对持久稳定的

优惠价格给消费者，在他们想要购物

的时候能够获得实惠”。

据悉， 一直到16日， 苏宁价格

优惠和活动力度都会延续， 大聚

惠、闪拍将继续带来一波又一波的

爆款特惠商品，百万件商品买二付

一，各品类通过折扣、满减给予消费

者最大实惠。

成都商报记者 郭晶晶

14年变迁之价格：

从“奢侈品”到“日常品”

2000年底，最“洋盘”的背投电

视均价在20000元左右， 对普通市民

而言，绝对是一件“奢侈品”，到如

今，不要说40英寸的液晶彩电已经是

千万家庭的日常用品，108英寸的电

视都已经首发面世了， 而拥有4K、

3D、曲面等各种不同功能的智能液晶

电视也早已应运而生。“2000年12月9

日，国美第一家店营门口店开业的日

子， 我们全家都记得这个特别的日

子， 因为我们家开了家庭会议后，购

置了当时最奢侈的一件家当，索尼43

英寸的背投电视。” 今年52岁的李红

兵感慨万千。国美营门口商城是当时

全川第一家综合性的专业电器卖场，

可以说开创了家电消费的全新模式。

从“奢侈品”到“日常品”，反映

了家电价格的变化，也是普及程度提

高的原因。这与经济发展与居民收入

有关，与家电产业升级有关，更与国

美这样的连锁卖场有关。 入川10年

来， 国美电器总能把实惠留给顾客，

对全川家电市场价格起了规范的作

用， 引领了中国家电零售业的变革，

制定了“普惠”标准，并引发众多追

随者纷纷效仿走上了连锁发展之路。

14年变迁之“便捷”：

从“天不亮出发”

到“买菜一样方便”

2003年以前，在全川家电网络地

图上，除了成都市区，其他广大区域

还是一片空白。那都江堰、宜宾、西昌

等成都周边城市的消费者想到专业

家电卖场选购家电怎么办呢？选择只

有一个， 那就是不辞劳苦远足 “省

城”，更有甚者“组团”包车前来进

行大采购。

自贡的张玉梅阿姨对此深有感

触，她儿子2002年元旦结婚，在家人

合计下， 决定到成都的国美购买家

电。 为了赶上周六开始大型促销活

动，在冬天的清晨，张阿姨一家天还

没亮就坐车9点前赶到成都梁家巷商

城， 一次性够齐了全套新居大小家

电，总价25800元，比在当地购买便宜

了将近4000元，款式更新颖，还送了

一大堆的赠品。 而到了2003年11月，

一切都已经改变，成都国美二级市场

首家直营店———自贡新桥商城隆重

开业，从而打响了成都国美进军全川

二级市场的第一枪，这也是家电连锁

在成都市区外开设的首家卖场。

从2003年起，以国美为代表的家

电连锁企业把网络扩张延伸到全

川，在带去更齐全的商品、低廉的价

格的同时， 也把更好更完善的服务

带到当地。经历14年的网络扩张，国

美家电商城已遍布成都各大区域与

郊县， 几乎覆盖了二级地区的所有

城市。同时从2013年开始，国美加速

了物流体系的建立，实现了一二级物

流仓库共享。

成都商报记者 谢颖

国美14周年

奏出生活“幸福曲”

14

年， 是一个阶段的句点， 更是新阶段的起点。

2000

年国美入

川， 从开设第一家门店———营门口商城算起至今已经有

14

年的历

程。凭借着优质的服务和标准的经营理念，国美早已从一个名不见经

传的“小角色”成长为今天这样一个家电连锁的巨头，它的发展不仅

仅是家电行业的变迁，更折射出了全川消费者家电生活上升的曲线。

苏宁感恩返场

巨惠延至16日

11

月

11

日，伴随着市民网购盛宴的开启，苏宁易购迎来订单量

高峰，销售业绩捷报频传。据悉，自

11

日零点以来，苏宁易购商品总

成交件数直线飙升，至

18

时（以下数据均截至

11

日

18

时），同比增

幅达

487%

，移动端销售占比达

38.9%

。苏宁云台销售额更是喜人，

入驻商户总销售额同比增长

735%

。电商双

11

大战当日，苏宁易购

全线飘红的业绩让业内震惊。考虑到市场消费需求爆发，苏宁将推

出返场回馈，

O2O

购物节各品类活动再延

4

天。

日前，三星携手中国电信共同举

办 “群星爱心演唱会暨心系天下

W2015天翼手机发布会”，隆重推出

新一代年度高端商务旗舰手机———

“心系天下”W2015。

新一代年度高端商务旗舰手机

“心系天下”W2015的发布会在上

海、成都、石家庄三地同步举办，位于

成都市体育中心的发布现场盛况空

前，万众瞩目。中国电信和三星电子

高层领导， 与来自全国各地的经销

商、客户代表、媒体记

者和用户代表等近4万

多人共聚现场。 据悉，

作为中国电信 “心系

天下”品牌最新力作，

“心系天下”W2015传

承了该系列双屏翻盖

的经典设计理念，钻石

级精工打磨的玫瑰金

主色机身，顶部铰链设

计亦是W2015外观上

的一大亮点。 同时，它

采用双 3.9英寸超薄

Super� AMOLED 屏 ，

2.5G主频高速四核处

理器及2GB的RAM内

存配合基于Android� 4.4操作系统。三

星还为W2015提供了独一无二的

VIP定制内容阅读： 艺术与文化、新

闻、 商业与热门体育等话题一应俱

全。

据悉，“心系天下” 手机自上市

以来一贯秉承公益理念， 在此次

W2015手机发布会上，中国电信与三

星电子再次宣布启动“绿色梦”公益

行动，为植树造林、环境绿化事业挥

写浓墨重彩的一笔。

（庞健）

10月29日，OPPO在北京推出

N、R两大产品系列的超越之

作———OPPO� N3和OPPO� R5，

首先亮相的是N系列的最新旗舰

品———首款电动旋转摄像头拍照

手机OPPO� N3，它在N1原有的旋

转摄像头基础上做了全新的技术

升级， 让摄像头变得更加智能，轻

松实现自动全景、追踪趣拍等拍摄

功能。

而在全球最薄的拍照手机R5

上，OPPO高难度地给出了设计、

性能和功耗的最佳平衡：4.85mm！

如何让这突破性的超薄机身同时

具备完美的握持感和最佳视觉感

受？OPPO工程师最大化利用非常

有限的结构空间，将顶级的高通骁

龙64位8核处理器放入有限的空间

中， 同时成功地创造出了手感出

色、设计简单却颇为实用的微弧中

框， 让R5在纤薄优雅的外表下还

具备了强有力的“心脏”。而针对

很多用户关心的散热问题，OPPO

创新地采用了独家专利技术———

冰巢散热系统，这是目前最高效的

手机散热系统。

（庞健）

三星携中国电信

发布高端商务旗舰手机W2015

OPPO推出

4.85mm全球最薄智能手机

果壳GEAK

电子智能圆表

正式发布

上海果壳电子10月28日在北京正

式发布了果壳智能圆表， 这也是其

GEAK品牌旗下的最新一款智能手

表。在今年的智能可穿戴领域里，智能

手表成为一个非常热门的分支， 包括

MOTO、苹果、索尼、三星、LG等国际

性大厂商都相继推出了智能手表。智能手表有望成为继智能手机以后，智能

硬件行业的新亮点。

果壳智能圆表最大的亮点是首次采用完整的圆形屏幕。之所以抛弃常见

的方形设计，是因为在果壳智能圆表设计之初，果壳电子曾经进行过一次10

万人规模以上的调查。“调查显示，在智能和外形这两个选项中，非常多的消

费者认为目前的智能手表外形太难看，所以果壳智能圆表外形设计延续了经

典名表的Cushion� Round外形。至于应用方面，除了自带“心率监测”“计步

器”等应用之外，果壳智能圆表还提供了应用商店APP� Store，提供包括“WiFi

万能钥匙”“正点闹钟”以及音乐播放、录音、PPT遥控、遥控旋翼机、智能家

居设备的手势遥控等应用下载。

（庞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