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月12日，近60位四川医疗（整形
美容）行业的领袖和精英汇聚东二环
伊泰·天骄，出席由成都商报四川名
医主办的“新时代 新思维 新健康”
互联网·健康行业的出路与思路研讨
沙龙，共同探讨医疗行业艰难的营销
环境下，如何更好地提升健康行业的
整体水平，打造更受市民信赖的医院
体系，为蓉城市民提供更优质的服
务。虽然天下着小雨寒风凛冽，但活
动现场却是春意盎然。

“四川名医是成都商报出品的全
国首个区域性精准导医平台，将打造
四川最大病友圈。”四川名医项目总
监蓝岚一开场就用PPT深入浅出地
告诉大家“四川名医”是什么。作为成
都商报权威出品的互联网医疗产品，
公信力、整合资源优势、宣传优势明
显，而精准导医、病友圈、名医工作室
将成为四川名医的三大核心服务功
能。这个平台，对于患者来说，可获得

知识，增强医从性，并拥有通过平台
直通名医的机会，尊享名医服务形
成深度交流。对于医生来说，可获得
一个健康教育的空间，并可进行线
上健康服务、线下健康咨询等。随着

“四川名医”上线大半年来的运作情
况逐一介绍，一个崭新、接地气的本
地“互联网+医疗”产品呈现在嘉宾
眼前，未来互联网+医疗的美好生活
似乎已触手可及。

四川名医项目总负责人刘瑶在
现场着重从项目的产品构架与盈利
模式为大家进行了讲解：“银发之星
活动，有近500人参与，30多万人次投
票。我们长期与买够网合作，以原创
新媒体内容，加微商城链接导流实现
转化……”既然走上了商业化之路，
盈利方向是必不可少的部分，跳出传
统的宣传，刘瑶将一个立体化、多元
化的盈利模式呈现给了行业人士，并
将2015年四川名医所做的一些经典
案例数据进行了分享。

创新转变激起了医疗行业人士
的极大兴趣，当流程进入到互动环节
时，众人积极提问、讨论。极光口腔总
监吴丹询问平台的名医资源如何鉴
定、如何获得；安琪儿医疗（中国）控
股集团老总蒋林提出，现在互联网+
医疗的APP也很多，四川名医如何实
现差异化是能否成功的关键；玛丽亚
妇产儿童医院总监王伦科则指出，无

论形式如何创新，内容生产才是根
基，并且民营医院里也有很多优秀专
家，希望能在四川名医的名医矩阵里
共同为市民看病问诊。

单月销售过亿 靠的是底气

现场来宾参观了伊泰·天骄样板
间并听取相关负责人介绍销售情况。
伊泰·天骄2015年底逆市飘红，11、12
月连续两月销售都突破亿元大关，创
造了成都豪宅市场的一个现象级事
件。2.8万元/平方米的单价虽然引起
成都楼市一片惊呼，但大家深入了解
项目之后，都觉得超值。而8000元/平
方米的精装标准更是给业主带来了体
验感超强的居住感受。据了解，为了保
证业主能玩转伊泰·天骄，开发商组织
专人队伍，一对一为业主收房服务。用
三天时间陪同业主验房、收房，指导如
何使用设备。在2015年12月30日首期
交房的当日，即有业主入住，创造了成
都收房史上的一个纪录。2016年，伊
泰·天骄还将持续发力，全现房展
示、买房送豪礼、天骄会馆开业，将为
客户提供更多高品质的服务享受。互
联网环境下，健康行业怎么发展？作为
成都豪宅典范的伊泰·天骄，准备将健
康行业与房地产开发进行融合，探讨
研发出一套新型房地产服务体系。

（吴筱颖 黄文娟）

厨电行业增速高于家电整体
嵌入式厨电受青睐

随着消费者对品质的追求，在家电市
场整体趋于平稳的大环境下，厨房电器的增
速明显高于其他家电品类。来自国美的数据
也印证了厨房电器良好的发展势头，厨房电
器商品2015年年销52亿，连续三年保持15%
以上增长，预计2017年销售将达到75亿元。
在厨房电器逆势提速的同时，嵌入式厨房电
器也更加受消费者青睐。

嵌入式厨房电器市场启动的背后，是中
国消费升级带来的市场机遇。国美电器敏锐
把握这一趋势，决定在2016年把嵌入式厨电
作为重点推广产品。方太、老板、华帝、帅康
等本土厨电品牌代表，针对我国消费者的需
求，设计出了一批普及程度较高的成熟型产
品。潜力巨大的市场与成熟的产业相碰撞，
未来嵌入式厨电的发展势头将十分强劲。

打造使用型体验
全新场景启迪消费新需求

在展现出巨大发展潜力的同时，嵌入式
厨电走进消费者家庭仍然存在一些障碍，其
中最主要的原因是消费者对于产品的不了
解，不同的家庭对厨房电器的诉求不同。现
在国美通过创造使用型场景挖掘家电的实
用功能，引导消费者如何使用家电，让消费
者切实感受到新型家电为生活带来的改变，

这也是嵌入式厨电走进普通消费者家庭不
可或缺的助推力。

与此同时，国美未来还会对厨房电器尤
其是嵌入式厨电的体验进行不断升级，为消
费者呈现全新的厨房生活空间。

单台补贴最高达700元
嵌入式厨电借“东风”普及

为进一步推动与普及嵌入式厨电，中国
家电协会携手国美，联合方太、老板、西门
子、海尔、美的、华帝、帅康等主流厨房电器
生产企业，启动“嵌入式厨电推广补贴”活
动。从2016年1月1日到3月31日，消费者购买
5000元（不含5000元）以下的嵌入式厨电产
品单台可获补贴300元；购买5000~7000元
（不含7000元）嵌入式厨电产品单台可获补
贴500元；购买7000元以上嵌入式厨电产品
单台可获补贴700元。消费者在国美全国
1700余家门店购买嵌入式厨电均可享受补
贴。除补贴外，国美于1月8日~25日推出

“2016国美厨房电器节”，嵌入式微波炉、嵌
入式蒸箱、嵌入式烤箱、大吸力油烟机、强火
力灶具等产品均将享受6折优惠。

国美总裁王俊洲表示，国美电器将充分
发挥1700余家门店的优势，为嵌入式厨电的
快速普及发挥零售渠道的重要作用。相信在
中国家电协会的倡导下，在广大家电厂商的
支持下，中国厨电行业将迎来更加快速的发
展，创造更加优异的市场业绩。 （谢颖）

中国家电协会携手国美首推
嵌入式厨电行业推广补贴

2016年春节
前夕，各大厂商纷
纷抓住销售商机大
做文章。在家电市
场以“价格杀手”著
称的国美电器看准
时机，在春节即将
来临之际开启家电
大促。从今年1月1
日起，中国家电协
会携手国美首推嵌
入式厨电行业推广
补贴，让消费者以
更实惠的价格享受
到嵌入式厨电带来
的精致生活。国美
同时推出购买指定
厨电产品6折优
惠。据悉，后期还将
推出嵌入式厨电3
个月免费试用活
动，让消费者切实
感受到新型家电为
生活带来的改变。

懂年味才能更懂中国年
百名高管上山下乡采年货

从东北的查干湖、长白山到海拔几千米的
青藏高原，再到海鲜云集的东南沿海，最近几
个月，上至苏宁云商COO侯恩龙，各事业部、
大区总经理，下至苏宁易购直营店店长都很
忙。根据苏宁易购超级年货节的“超级计划”，
苏宁推出1000名“超级买手”到年味最地道的
地区采集年货，把全国各地的地道年货搜罗到
苏宁易购超级年货节的“美食地图”上来。

据了解，此次苏宁推出的“超级买手计
划”借鉴国外流行的“买手制”，要将包括公司
高管、长期驻扎在农村乡镇的苏宁易购直营
店员工在内的近千员工培养成“超级买手”。

“我们就是想培养一批了解用户、熟悉商
品、通晓渠道、擅长社交营销的‘超级买手’，
通过本地挖掘、品质把控、亲手采购、社交推
广等环节，把最具年味的商品，用最经济实惠
的方式呈现给消费者。懂年味才能更懂中国
年，此次苏宁易购超级年货节是超级买手计
划的第一次尝试。”侯恩龙告诉记者。

春节全国物流服务不打烊
iPhone6 S到家只要90分钟

春节期间很多快递公司进入“休眠”状
态，“补货难”成了春节期间不少消费者头痛
的问题。此次苏宁易购超级年货节还推出“超
级送”计划，即苏宁物流全国提供“不打烊”服

务，在195座城市1104家苏宁门店继续推出2
小时“急速达”服务。值得一提的是，针对热销
的iPhone6 S，在北京、上海、广州、南京、杭州
等8个城市承诺90分钟内到达。

为了帮助在外打拼的人安全返乡，苏宁提
供温情的超级服务。除了在重点城市免费赠送
电视挂架、清洗油烟机外，苏宁还计划在珠三
角地区“摩托大军”集中返乡的时间段，免费为
返乡的务工人员寄送包裹。

苏宁要打造第二个“零售金字招牌”
从1万亿市场直接跳入30万亿“蓝海”

在此次苏宁易购超级年货节的第一周，苏
宁超市表现抢眼，首日即取得同比增长528%的
开门红。借助苏宁超市抢占年货市场的先锋
作用，苏宁完成了从家电品类的年货到“全品
类”特色年货的“蝶变”。而作为继3C家电之后
的又一拳头品类，苏宁超市在全品类经营转
型中扮演着“探路者”的重要角色，这也促使
苏宁从1万亿规模的家电零售市场直接闯入
30万亿规模的大零售消费市场。

据了解，苏宁超市是业内首家拥有线上
线下双渠道的O2O超市，线上自营精选畅销
商品+品牌旗舰店；线下以广场主力店、云商
超市店和服务站的模式，大力发展农村电商，
并通过1600家电器店构建虚拟超市。目前，线
下精选超市已达21家，其中北京、南京、成都
的超市精选店面积超过2000平方米，第二个

“零售金字招牌”已显露雏形。 （郭晶晶）

苏宁易购喊话“谁更懂中国年”
百名高管上山下乡采地道年货

春节临近，年
味愈浓，又到了置
办年货的季节。但
是记者发现，在不
少超市，原汁原味
的年货少了，穿着
华丽包装的礼品却
多了，虚标高价狠
宰顾客的现象时有
发生；一些大的外
资连锁超市，很少
花精力去挖掘带着
浓郁本土气息的地
道中国年货；春节
与电商总是水土不
服，许多网上超市
腊月刚到就和物流
一同开始“休眠”。
地道年味怎样才能
端上年夜饭的餐
桌，成了春节消费
者最关心的话题之
一。

高手过招 医疗房产精英论道营销创新之路

医护人员拼演技 讲述医院真实故事

据华西医院工会相关负责人刘晓通介
绍，此次比赛从去年8月就开始筹备，比赛由
医院工会牵头，宣传部和团委协同组织，工
会新媒体协会承办。活动对象涉及全院8个
中心、6个部门、13个科室，共计1000多名医
护人员参与其中。

医护人员们按部门、科室分为 27 个剧
组，对发生在华西的真实故事进行改编再创
作，自导自演，共拍出了27部各式题材的微
电影作品。这些作品，有展示医患关系的，有
表现医护人员日常工作的，有讲述医护工作
者与家人之间故事的……每一部影片都直

观再现了医护人员们的工作与生活，以及医
护工作中不为人知的酸甜苦辣。

刘晓通说，比赛初衷除了丰富职工的业
余文化生活，更重要的是想通过微电影这个
途径，实现医患间的相互理解和双向交流。

医生凌晨加班 演绎急诊科工作状态

这27部电影中，有一部名为《生命速递》，
影片中的男主角是急诊科住院总医师姜少
雄。姜少雄告诉成都商报记者，《生命速递》是
根据几个真实故事改编的，剧组20位演职人
员均来自华西医院急诊科。由于急诊科是五
班倒，大家的时间很难集中在一起，拍摄通常
都在晚上10点以后，直到凌晨2、3点才结束，
非常辛苦。“拍摄过程虽然辛苦但很有意义，
我们只想让更多人看到医护真实的工作和生
活，拉近我们与患者之间的距离。”姜医生说。

27部最爱哪部？今日上四川名医投票

今日8时起，参加微电影大赛的27部作品
将陆续在“成都商报四川名医”微信公众号进
行展播，观看微电影后，就可以为您最喜欢的
微电影投票了。投票截至1月22日，最终将根
据点赞次数产生3个“最具人气奖”。

刘晓通表示，“成都商报四川名医”的粉
丝群庞大，通过这个渠道进行微电影展播，
可以让更多老百姓了解华西医院医生的工
作和生活，欢迎大家为喜爱的微电影点赞！

成都商报记者 李惠 实习生 何菁菁

华西上千医护拼“演技”
27部微电影等你点赞

忙 碌 的 医忙 碌 的 医
生生、、护士护士，，感人感人
的 医 患 关 系的 医 患 关 系
…… 电 影 中 的…… 电 影 中 的
男女主角男女主角不是不是
演 员演 员 ，，而 是 医而 是 医
生生、、护士护士。。四川四川
大学华西医院大学华西医院
从去年开始从去年开始筹筹
划首届微电影划首届微电影
大赛大赛，，共拍了共拍了2727
部各种部各种题材的题材的
微电影微电影，，均由真均由真
实故事改编而实故事改编而
来来。。今日今日，，成都成都
商报商报四川名医四川名医
与华西医院工与华西医院工
会会、、团委宣布正团委宣布正
式开展合作式开展合作，，2727
部大片将在部大片将在““成成
都商报四川名都商报四川名
医医””微信公众号微信公众号
上集中展播上集中展播。。与与
此同时此同时，，这这2727部部
微电影将接受微电影将接受
老百姓的点赞老百姓的点赞
投票投票，，最终将产最终将产
生生最具人气的最具人气的33
部作品部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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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名医·数码
1月16日，“TCL品牌日——狂送

10万台豪礼惠万家”活动将震撼上
演。TCL首开电视业专属品牌日先
河，为消费者打造盛大的电视年货
节，引爆春节前购物狂欢。

此次TCL品牌日优惠力度堪称惊
人。TCL超强曲面科技产品阵营全线钜
惠，爆款机型直降2000元，55英寸4K曲
面电视H8800A-CUDS更是到了6999
元的新年狂欢价，让消费者以远低于平
时的价格把时下火爆的高端曲面电视
抱回家，坐拥好年货快乐过大年。

TCL品牌日不只是价格优惠，更
劲爆的是买曲面电视还送价值999元
的洗衣机。10万台用德国工艺打造的
TCL 6KG全自动洗衣机，不仅品质
超群，而且免费送！这样“近乎疯狂”
的钜惠赠送，除了TCL品牌日，恐怕
再难找到第二家了。

据悉，TCL全国34家分公司，近

180个分部，以及3万多家门店悉数上
阵，并与国美、苏宁、美的空调强强联
合，结合TCL线上渠道，打造超强的线
上线下销售网络，让消费者便捷购物。
而TCL旗下7000多名售后，随时为用
户提供专业可靠的保障。除此之外，
TCL将联手专车广派百元滴滴礼包，
让消费者使用专车轻松参与狂欢。

TCL多媒体市场部负责人表示，
此次品牌日与天猫“双11”节日概念
相似，让消费者再度享受剁手买的酣
畅和疯狂。同时，所有钜惠只集中在1
月16日TCL品牌日当天，仅此一天，
广大消费者千万不要错过。

“TCL这次实现互联网思维完美落
地，有望打出电视行业的精气神。”行业
观察人士认为，TCL品牌日活动是一次
品牌、产品科技实力的集中释放，助力
TCL2016年劲爆开局。同时，完美运用
互联网思维的活动，也将为电视市场带

来新气象，全面提振行业信心。
目前TCL品牌日已准备就绪，遍

及全国一至四线城市的分部、门店都
已备好货源，所有工程师蓄势待发，
确保第一时间为购机者提供配送、安
装和调试服务。TCL品牌日已经万事
俱备，只待1月16日引爆，开启全国消
费者的联欢。

据中怡康显示，至2015年12月中
旬，曲面电视市场零售量渗透率已达
到5.4%，成为高品质生活的上佳选
择。此次TCL品牌日将超强的曲面科
技产品钜惠放量，并赠洗衣机等厚
礼，这样的机会可遇不可求，要抓住
机会为自己和家人购置曲面电视这
样高品质的年货。 （郭晶晶）

TCL 1.16曲面实力巨献
打造品牌日电视购物狂欢节

如何看微电影展播，如何为喜
爱的微电影点赞？

扫描关注“成都商
报四川名医”微信公众
号，进入公众号后，点
击页面右下角“华西微
电影”进入投票页面，
即可观看微电影，并为
喜爱的微电影点赞。

投票
方式

图由华西医院提供

近 日 ，在 成 都 沙 河 畔 康 季 鸿 公 馆 ，
HUAWEI Mate 8、WATCH 智能手表品鉴
会启幕。HUAWEI Mate 8采用6英寸FHD
屏幕；一体化金属外观全面升级，使用52道
工艺，金属机身表面覆盖 2.5D 钻石切割玻
璃；搭载的麒麟950处理器，性能表现极为出
色，在大大提升系统运行速度的同时，也大
幅度降低了能耗。该机支持全新的指纹 2.0

识别技术，指关节2.0技术；搭载了4000mAh
超大容量电池，同时还支持快充技术，充电5
分钟通话两小时。此外，现场展示的HUA-
WEI WATCH 让 人 惊 艳 。HUAWEI
WATCH外观看上去与传统手表一样，但强
大的体验功能让人爱不释手，HUAWEI
WATCH的心率、记步、微信、导航等功能给
现场消费者留下了深刻印象。 （庞健）

HUAWEI Mate 8、WATCH智能手表品鉴会登陆成都

空调修移·家电维修
●85559418专修移空调87772265

便民服务
●87535331疏管抽掏粪85580227

养老托老
●园缘疗养院医养一体84713992

保洁服务
●家庭工程保洁15680994479

搬家公司
●大发大车83358888优83355555
●宏运搬家84446188★84439358
●张师傅搬家180元起85181335
●人民搬家大车200起85051718
●吉发83333359优84116868单位
●玉龙87326666低价86259642优

二手货交换
●高收空调桌椅厨13880961438
●15902878988急收空调桌椅等

●高收一切二手货13908040721

律师服务

商标·专利
●凯飞●商标专利版权86938500

商务咨询

●了解婚姻真像询13060076919
启 事

●成都市金会市场管理有限公司
工作人员罗莉敏银行预留印鉴章
(编号5101060040234)遗失作废

●新都区斑竹园镇李姐药店税务
登记证副本 （税字51012519
8601130046号）遗失作废
●成都市永东商贸有限责任公司
(510123000006296)经股东会决议
决定注销本公司,请公司相关债权
债务人于本公告见报之日起45天
内到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成都市青羊光华超市税务登记
证正本（川国税字5101056401111
01号）遗失作废
●四川省天宇兴人才劳务服务有
限公司 (91510100765359728B)经
股东会决议决定注销,请公司相关
债权债务人于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天内到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陈蓉位于温江同兴东路398号美
茵河谷3栋4单元3楼6号房屋产权
证（监证0378213）遗失
●陈虎长货物进口证明书（编号:
XIX2552432）遗失，特此声明

征婚交友
●每天交友大聚会15198061789

酒楼·茶楼转让
●复古盈利茶府转15884886644
●南门火锅茶楼转13808183245
●三友路茶楼转让13980805737
●八里300茶坊网吧15528360673

餐馆转让
●转第五大道旺铺13708088519
●南好铺180低转13219006030
●转东一环360旺餐13708088519
●急转盈利火锅店13908204080
●转营业中农家乐15198222797

店 铺
●青羊区大石东路1-3楼面积千
余平米商铺出租15708442007
●金花三叉路口400平米黄金旺铺
转让15680761058

●优转240平旺铺18109034358

厂房租售
●韩场3000厂房租15528272687
●龙泉16000平厂房13808062436
●开发区标准厂房租赁85730559
●北新旁大标厂房13980652583

招 商
●转天府大道旁33亩商业地及金
牛区7.5亩住宅地13198543600
●求闲置公司执照13880515216
●转400亩丰产果园13981825382
●有项目寻合作13551198928
●★★农场转让189080307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