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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节虽然只是个小长假，但同样
是家电市场争抢的黄金时段。4 月 2 日重
装的国美万年场商城正式开业，多重优
惠活动惊喜亮相。预存 10 元抵 100 元，累
计满 25999 元再送 42 英寸液晶彩电，购
家电办电信套餐可领千元智能机，参与
游 戏 还 有 奖 品 拿 。价 格 也 是 令 人 惊 喜
——海尔 10 公斤子母免清洗洗衣机仅售
5999 元再送价值 500 元的精美礼品，美的
4 升智能电饭煲只要 1599 元，松下喷嘴
除菌、脉冲水洗马桶盖只要 1980 元，史密
斯五级过滤直饮水机活动价为 5248 元。
除新品外，更有海量低价特惠产品通通
不限量，售完即止。

消费者翘首以盼 多重惊喜普惠全城

市民李女士在双林路居住多年，和
附近大多数消费者一样，早已习惯了到
国美购买家电，这次看到报纸上的新闻
和广告后也是提前做好购物攻略，就等
开业优惠可以换掉家中的旧电视和旧
冰箱。

来 自 成 都 国 美 采 销 中 心 的 资 料 显
示，4 月 2 日至 4 日，国美万年场商城将热
卖三天。在开业前还可以前往商城预存
10 元定金，凭定金卡在开业期间购买家
电，享受单件产品成交价满 1000 元再抵
扣 100 元的优惠。今天是预存活动的最后
一天，有购买家电需求的消费者抓紧时
间行动起来。同时，累计满 25999 元送 42
英寸液晶彩电，满 35999 元送 iPhone6，满
45999 元还送 iPhone6S，相当于节省了几
千元。购买手机满千返百，再送精美配件
礼包。同时，通讯品类以旧换新业务全面
启动，购机即送小依休关爱服务卡，开通
还送 40 万意外险和 1000 元 120 急救专属
服务。

新品率先上市 特惠产品不限量

据介绍，万年场商城整个卖场共有三层，
每层面积5000余平米，一层楼就相当于十多
个篮球场的面积，对于寸土寸金的万年场商
圈而言，能拥有如此大的卖场面积实属难
得。15000平米的卖场里陈列着全川最齐全
的家电样品，各品类新品也不断引进。此次
活动中不少新品惊喜亮相，海尔10公斤子母
免清洗洗衣机仅售5999元再送价值500元
的精美礼品，美的 4 升智能电饭方煲只要
1599元，松下喷嘴除菌、脉冲水洗马桶盖只
要1980元，史密斯五级过滤直饮水机活动价
为5248元。除新品外，更有海量低价特惠产
品通通不限量，售完即止。12升智能恒温热水
器低至998元，国产一线品牌大1P变频空调
低至1799元，康佳40英寸全高清LED彩电仅
售1299元，450升多门冰箱仅售2699元。

智能新品现场体验 赚足眼球

4月2日开业当天，万年场商城还将举
办一场智能产品发布会，真正做到“玩”在
国美，让消费者充分领略到生活家电的新
魅力。虚拟现实是近年来出现的高新技术，
利用电脑模拟产生一个三维空间的虚拟世
界，VR眼镜的3D超强震撼技术就能让使
用者享受到身临其境般的真人PK效果。现
场还可以试飞无人机，让你拥有不一样的
视角，感受俯瞰世界的魅力，更有电脑DTY
随意组装、春晚机器陪你唱歌、舞蹈、踢足
球。此外，XBOX篮球挑战赛正在火热报名
中，从即日起至4月8日，可到成都国美电
脑区、服务台或者微信上报名参与活动，第
一二三名均有精美奖品送出，第一名将获
得价值几千元的家庭娱乐主机Xbox One
and kINCET。

VR眼镜暴风魔镜4黄金版低至399元，
大疆无人机P3S仅售2999元再送200元配
件礼包，阿尔法机器人仅售2999元，微软家
庭娱乐主机Xbox One and kINCET的活
动价为3499元。这些高端时尚的智能新品吸
引了不少消费者的眼球，同时也能成为家庭
的好帮手。卫小宝儿童智能手表低至359元，
双向通话、语音对讲、实时定位，一键SOS；
乐心血压仪可做到连接手机、WIFI控制，是
馈赠亲人的不二选择，现在活动价只要199
元；还有刷刷手环，移动支付、公交地铁一卡
通、24小时健康管理，让生活变得更简单更
有序，手环低至178元。 （谢颖）

连日来，苏宁易购、天猫的联合广告轰
炸，以及双方誓师大会的照片流出，让外界
对即将到来的418充满了想象。一周前的猫
宁手机节上，苏宁云商 COO 侯恩龙曾暗
示，猫宁将有更大的动作。这一切都吊足了
人们的胃口：猫宁到底要做什么？

愚人节前夜，侯恩龙正式对外宣布，将首
次联手天猫打造一场全国性的购物狂欢节
——New Buy 418。眼下，悬念落地，堪称上
半年“双十一”的418即将面世，剁手族不再

“孤单寂寞冷”，电商行业也将迎来新的变局。

“围城之年”第一主场发力：
新品齐聚、价格给力

“今年称得上是‘围城之年’，线上的企
业要到线下来，线下的企业拼命往线上涌。
围城里的人想出来，外面的人想进来。”侯
恩龙用钱钟书小说《围城》里的情境，解析

“互联网+”浪潮下，企业面临的发展困局。
他认为，在这样的市场大环境下，唯有

沟通用户与商家，寻求用户与商家的契合
点，才能找到机会、突出重围。“每年3月下
旬至4月，新品密集上市，同时是家装旺季，
我们在考虑是否可以把这些用户的需求、
厂商去库存的需求捏合到一起。”

基于这些分析，苏宁易购与天猫在业
务层面进行深度合作，在3C、家电品类与厂
商展开联合洽谈。据了解，海尔、美的和海
信的多款热水器、空调新品，将在苏宁易购
独家销售，助力 418。另外，3C 领域的华为
P9、三星S7、OPPO R9Plus、联想电脑年度
旗舰新品710等高关注度的新品，也纷纷选
择在苏宁易购平台首发，更有大疆精灵4无
人机、JIMU Robot 机器人等高人气产品，
也将在418期间专供苏宁易购。

猫宁作为线上流量最大的电商平台与
线下渠道最广的电商平台的联合体，对厂

商的吸引力自然不容小觑。据悉，荣耀、乐
视、小米、海尔、宝洁、三星、海信等30多个
品牌商，都将助阵此次大促，联合举办品牌
日。猫宁组合的两大平台四大渠道展现出
虹吸效应，成为新品争相首发的T台。

除了新品齐聚，猫宁联手打造的“第一
主场”在此次大促中的价格优势尽显，让利
幅度更是刷新年度新高。以家装为例，苏宁
易购推出999元家电套餐，用户花费不到千
元，即可用上高质量家电产品套装。另外，
苏宁易购结合足球推出营销新玩法，4月6
日亚冠比赛当天，苏宁易购队每进一球，网
友将可分享1亿元红包购物券。

苏宁易购市场相关负责人介绍，为保证
全网低价，真正地让利消费者，苏宁平京雷
达将全天候作业，筛选一揽子热点商品进行
全网价格监控，突出苏宁易购、天猫双主场
商品全、价格低、新品多的压倒性优势。

天猫开通“身边苏宁”
线上选商品线下体验

去年双十一，天猫、苏宁易购“双剑合
璧”，通过苏宁门店的天猫综合服务台、苏宁
天猫旗舰店等渠道，打通线上线下，实现资
源共享，为用户提供更全方位的体验服务。

据了解，随着猫宁合作的不断深入，今
年418双方将在双平台四渠道实现全面融
合，通过苏宁易购平台、苏宁易购天猫旗舰
店、苏宁1600多家城市门店和1000多家直
营店，输出优质产品和服务。

“我们的供应链、物流、门店体验，是天
猫最看重的。而天猫的大数据和流量，又可
以支持我们定制更符合用户需求的服务。”
侯恩龙表示，今年猫宁整合6亿会员的大数
据，将其与供应商的C2B定制结合起来，供
应更个性化、更多元化的产品，“这是目前
其他互联网企业无法具备的后台优势”。

苏宁易购市场相关负责人表示，苏宁
O2O模式将在此次联合大促中担当重要角
色，着力提升用户的消费体验。他介绍，天
猫将开设“身边苏宁”入口，天猫用户在线
上挑好产品后，尤其是一些对体验要求高
的家电、3C 产品后，可就近到苏宁门店体
验，并享受门店的一系列服务。

有行业观察者分析，单从这个小小的贴
心服务来看，猫宁联合打出“418，一起来电”
的口号，绝非简单的营销造势。高度配合的协
同作战状态，为双方在整个家电、3C领域绝
对第一的优势，打下坚实基础。 （郭晶晶）

“车来了”为公交出行人群
每天节省约11分钟时间

3 月28 日，“车来了”以覆盖全
国66个城市、服务4000万用户的强
大后台数据表示，能为公交出行人
群每天节省约11分钟时间。车来了
创始人邵凌霜表示：“车来了主要的
使用场景是室内查询及站台查询。
在室内查询时，它是个时间效率工
具，但站台查询，我认为这种场景之
下的车来了，是个情绪工具。”

“车来了”能精准告知公交车辆
行驶途中的相关信息，时间路况乃
至发车频次，包括车辆在途数量，就
意味着不确定的等待，可以转化为
确定的等待，候车时间可进行合理
安排之外，也有效降低候车不安全
感，还可以利用用户提供的查询，对
公交及交通规划等实际运作过程提
供帮助。 （谢颖）

唯品会聘周杰伦为首席惊喜官
打造“惊喜经济”新主张

3 月25 日，周杰伦正式签约唯
品会，担任 CJO 首席惊喜官，将持
续为 1 亿会员打造惊喜购物体验。
周杰伦也预告“唯品会 419——一
场无与伦比的狂欢购物节”，4月19
日唯品会大促将为女性用户带来数
不 尽 的 惊 喜 。周 杰 伦 自 创 潮 牌
PHANTACi 服装和代言的 Tiinlab
耳机都将在此次狂欢购物节中首
发，还会带动哈林等20位明星好友
的原创品牌及联名设计在419入驻
唯品会。

唯品会聘请周杰伦出任首席惊
喜官 CJO，不仅是为唯品会 1 亿多
注册会员及广大粉丝们带来全方位
的“惊喜”体验，更是通过结缘好玩、
爱玩、会玩的天王周杰伦，开启电商
企业精准跨界营销、玩转明星经济
的新范例，将货真价实的惊喜进行
到底。“CJO”全称首席惊喜官，代表
着“未来，唯品会将和周杰伦一起，
为消费者带来更多惊喜”。唯品会通
过“惊喜IP Jay X特卖大V唯品会”
的“VIP”联合，将为唯品会一亿多
注册会员及广大粉丝们带来全方位
的“VIP”级惊喜享受。周杰伦表示，
他一上任就将唯品会自创立以来的
广告词“精选品牌、深度折扣、限时
抢购”改成“都是傲娇的品牌，只卖
呆萌的价格，上唯品会，不纠结”，他
认为率性、好玩的话语更直接，也更
时尚、新潮。 （谢颖）

国美万年场商城明日盛大开业
价格新洼地 卖场新标杆

媲美“双十一”
猫宁418打造家电3C购物狂欢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