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卡萨帝双子云裳

双滚筒洗衣机

参考价：14999元

作为世界首台双滚筒洗衣

机，卡萨帝双子云裳自诞生起就

备受瞩目，4月下旬将在国美率

先发布。在外观设计上，一体成

型全身无螺钉设计充满流畅感，

而奢华白与香槟金高贵色彩上

镶嵌的一体上下双筒，更是世界

首创。“一机双滚筒”，即用两个

滚筒将不同的衣物分开洗涤，如

上筒洗同色衣服、 宝宝衣物等，

下筒则可以洗外衣、床单、窗帘

等，让洗衣变得更加健康、洁净，

而带来的最新1280mm机身高度

让洗衣服更加轻松。

同时， 它拥有7寸彩色液晶

屏设计， 增加科技与色彩质感；

还有人机智能交互，其智能模块

通过与手机无线互联，让用户可

以随时随地遥控洗衣机。 即日

起，双子云裳洗衣机将在国美门

店全面接受预订，预订顾客将获

得价值2000元的健康大礼包。

艾美特FSA4098RI-15

WIFI智能远程掌控直流变

频落地扇 参考价：1399元

虽然只是风扇， 但是这款

新品相当高大上，拥有DCⅢ高

能效电机， 省电超半， 且寿命

长、健康环保；具有智能湿度感

知智能检测环境温度和湿度，

对于夏日高温潮湿与冬日低温

干燥做出贴心提醒， 并且具有

实时监控等离子净化除尘功

能， 清新空气。 最值得一提的

是， 该款智能风扇拥有全新的

WIFI-APP随心掌握功能同步

显示， 可以通过手机控制风量

大小、风类设定、预约定时、开

关机等。 即日起在国美各大门

店预订，将获得100元的现金直

降补贴。

赏心悦“幕”

老板巨幕拢吸5900

参考价：8480元

5900是老板推出的首款

19m

3

/min大吸力侧吸巨幕，采

用黑色不锈钢玻璃一体面板打

造而成， 拢吸巨幕屏面积达

3600cm

2

，相当于54部iPhone，可

以有效防止油烟逃逸， 并阻挡

外泄与一般侧吸。 拢烟区呈三

角深腔， 在油烟与使用者之间

形成一道天然屏障，18000㎝

3

超

大拢烟腔具备更好的拢烟效

果。5900内部采用矩形油网，为

分布均匀的菱形网孔，可以更

好地把油烟导入内腔，同时保

护内腔清洁。油槽在抽油烟机

正下方，容量较大，易于取下清

洁打理。

成都商报记者 谢颖

近日，华硕四款笔记本新品一

经亮相，便带来这个春天笔记本市

场的第一抹亮色。这几款新品不仅

拥有极致外观和卓越性能，更有着

美学与禅意相结合的愉悦体验，其

中两款新品已在成都上市：

ASUS Transformer

Book T3 Chi

（气）：

轻薄高效 高清细腻

全球最薄12.5英寸二合一

笔 记 本———ASUS� Trans-

former� Book� T3� Chi（气），

在笔记本电脑形态下最薄处

仅5.25mm， 变化为平板形态

后薄仅3mm，轻仅730g，拥有7

小时的长效续航实力。采用无

扇叶静音设计和全高清触控

屏幕， 画质比普通HD屏提升

了两倍的可视效果。

ASUS ZenBook

U305

：

极致轻薄 超长续航

全球最轻薄13.3英寸笔

记 本———ASUS� ZenBook�

U305，12.3mm 厚 度 与 1.2kg 重

量， 并搭载全新 Intel� Core� M�

处理器，长达10小时的超长续航

能力。 该机采用3200×1800超

2K高清显示屏，达到了72%色域

覆盖、770：1高对比度，防眩光特

质的融入，更有效减少在户外环

境下的视觉困扰，随

时随地为用户带来

最优秀逼真的画质表现。

（谢颖）

日前 ， 三星电子正式在

北京发布新一代旗舰“双子

星 ”Galaxy � S6 � &� S6 � edge。

同时， 今年三星还将在中国

启用Galaxy系列的中文品牌

盖乐世。

据悉， 三星为S6和S6� edge

带来了星钻黑、铂光金、雪晶白、

冰玉蓝（限S6）、松珀绿（限S6�

edge）五种独特的机身颜色。三

星S6和S6� edge整合了目前三星

领先的核心技术，8核14纳米处

理器，具有更强劲的性能，以及

更低的电量损耗和发热量。据了

解，S6和S6� edge将于4月3日开

启预售， 并于4月17日开始正式

销售。其中S6将推出移动双卡版

SM-G9208、 电 信 双 卡 版

SM-G9209 和 全网 通 双 卡 版

SM-G9200；S6� edge则推出全

网通单卡版SM-G9250。

（庞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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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微信虽小，世界很大

海量爆款3折起

苏宁家装节打通线上线下

家装家电一次搞定

据了解，苏宁春季家装节将

于4月3日拉开帷幕，持续至4月6

日。 四川苏宁总经理杨万波表

示，家电和家具是装修中最重要

的组成部分，苏宁特别选择在本

周末的小长假期间举办春季家

装节，就是想在产品、价格及服

务上充分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记者看到，活动期间众多商

品价格均处于春节以后的最低

位。 门店方面，8.0KG全自动洗

衣机仅售2399元， 国产49寸4K

土豪金电视仅售2999元，名牌2P

节能冷暖柜机仅售2699元，美的

高端净水设备仅需3198元。线上

方面，重点针对家装家具产品给

出满1000元减100元、灯具1.8折

等一系列促销， 还有4元的宝雕

门把手、36.5元的正泰圆形移动

电源插、1999元的双虎家私四件

套床（双人床+床头柜×2+舒适

床垫）、178元的恩嘉依魔方创

意翻斗柜等一大批爆款好货。

轻松搞定家装烦恼

苏宁V购定制化服务

助阵春季家装节

如今，消费水平的提高促使

多样化、 个性化的需求出现，定

制化服务正成为消费市场的热

词。 于是苏宁结合自身优势，打

通线上线下资源， 特别推出

O2O式定制化服务产品———苏

宁V购。无论是在平时，还是在

本周末的家装节期间，消费者只

需在线或通过门店预约，就可以

到门店享受VIP式接待服务。

据了解，苏宁V购致力于为

家电套餐购买者提供尊贵专享

的用户体验，消费者如果有家电

套购需求，只要登录苏宁易购或

至苏宁门店预约服务，苏宁便可

以根据消费者房屋面积和格局、

家庭人员、 周边环境等情况，由

专人为其提供整体的家电解决

方案。同时，苏宁V购专家导购

员还会追踪消费者购买后的服

务，对商品配送安装以及使用方

面的问题给予解答和协调，让消

费者得到售后保姆式服务。

“目前，先网上搜索查询产

品，再到实体店体验，最后确定

购买， 已经成为新的购物习惯。

但是，无论在网上还是在实体店

进行家电套购都要耗费大量时

间，苏宁V购正是通过一对一的

服务为消费者提够一站式的购

买解决方案。”苏宁方面表示。

成都商报记者 郭晶晶

家装家具、家电一站购齐，就是这么任性

4月3日~6日

苏宁春季家装节3折起售

四月 国美扛鼎大作

新品来袭 势不可挡

华硕ZenBook&Chi(气)

梦幻机种震撼上市

三星最美旗舰“双子星”

Galaxy� S6� &� S6� edge登陆中国

春节过后，蓉城新房交付及新婚人群增多，引发了家装刚需持

续攀升。从苏宁近期的销售数据来看，家电与家具的销售都呈高速

增长态势。为了给家装群体带来更多的实惠和便利，苏宁表示将在

清明小长假期间全面启动2015春季家装节，携手千余品牌，集中释

放亿元让利资源，同时提供V购专家一站式贴心服务，帮您轻松搞

定家装！

新

品

上

市

近日， 国美在家电市场动作

频频，无论是“3·13黑色星期五”

还是“格力创世界纪录”都在家

电行业掀起了不小风波。4月，国

美再次联合70逾家主流厂商吹

响促销号角， 共同掀起扛鼎大作

促销活动。“除了为大家准备超低

的单品价格， 这次还特别推出多

个高端新品，希望大家在感受价

格力度的同时拥有不一样的购

物体验。” 国美采销负责人张锋

华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