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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青睐互联网汽车交易平台
互联网+汽车成下一个风口

4月26日上午，四川苏宁在苏
宁广场召开“四川名企名品进苏宁
惠大众促销活动新闻通报会”，在
会上，四川苏宁总经理杨万波向亲
临会场的省市商务部门主管领导
汇报了苏宁在积极推进川酒川茶
等特色川品及“四川造”工业品走
向全国方面所取得的成绩及最新
动向，并同步公布了四川苏宁配合
2017消费促进月将推出的一系列
惠民举措。

杨万波表示，针对本次消费促
进月，苏宁将全面发挥O2O融合发
展模式的优势，携手各大合作伙
伴，围绕“四川名企名品进苏宁惠
大众”这个主题，推出一系列主题

促销活动。
首先，苏宁将与巴中市政府合

作，在6月份推出巴中特产中国行
活动。苏宁易购巴中特色馆将针
对通江银耳、巴中云顶茶、巴中黄
羊、江口醇等巴中地标性商品推
出众筹、大聚惠、满减、满赠等促
销活动，让全川及全国消费者能
够以实惠的价格品尝到巴中出产
的美味特产，与此同时也使巴中
特产的知名度进一步的提升。此
外，6月苏宁还计划联合雅乐鲜公
司打造松茸节，同样将针对性的
推出众筹项目，并进行线上线下
全方位的推广。

针对即将到来的五一小长假消

费旺季，苏宁调集了海量资源，将推
出丰富的促销让利活动——4月26
日，苏宁全川130店将同步启动五一
大促，活动期间，全场满427元省100
元；套餐购买满10000/30000/50000
元返1000/3000/5000元全场抵用券，
可全额抵现购买产品；购买指定品牌
国货满5999元送价值1999元惠而浦
手持吸尘器、满9999元送价值4999元
惠而浦空气净化器；此外，各品类也
将推出专属活动。

苏宁城市奥特莱斯也将在五一
期间推出三周年庆，全场折上7折起，
购物满6333元/1333元/333元送价值
998元双人自助餐券/蓝月亮3KG洗
衣液/6连听可乐。 （郭晶晶）

4月28日至5月7日，国美“率性低
价，惹火五一”活动期间，不仅有场景体
验、“单品直降”、“套购优惠”、“扫码优
惠”等多种促销活动，还以消费者的利
益最大化为出发点，对售后服务进行全
面升级，确保消费者购物全程无忧。

4月28日至5月7日，国美“率性低
价，惹火五一”活动全面开启，针对消
费者日益增长的消费升级需求，国美
通过中高端商品的低价化策略以及
线上、线下任意穿行的国美全渠道购
物体验，为消费者“五一”假期提供了
购物休闲的新去处。

在“五一”活动期间国美与方太、
老板等国内外知名厨电厂商合作，从
厨房空间优化、嵌入式产品设计、不

同产品间的相互整合等层面，推出一
批消费者喜爱的差异化厨电方案。

生活家电在品质生活不断提升
的今天渐渐走向高端化、智能化。“五
一”活动期间，国美的智能化生活家
电也将吸引众多消费者抢购。飞利
浦、布鲁雅尔高端净化器价格跌破
3000元；美的电饭煲、电压力锅、电磁
炉等百元小家电较平日也有不同程
度的降价。传统的彩电、冰箱、洗衣
机、空调品类，国美不但将单品价格
降至冰点，而且通过多样化的套购组
合进一步给消费者带来实惠。

作为消费者购买商品后最关心
的一个问题，物流能力的高低往往会
左右消费者的最终选择。经过近30年

的行业深耕，国美积累了专业的中大
件物流配送、安装能力，目前公司的物
流网络已经覆盖全国95.5%地级市，县
区级覆盖率已达91.0%，此外还新增干
线线路850余条，新增支线线路1610余
条。凭借强大的物流能力，国美可为消
费者提供“一日三达、精准配送、送装
一体”的服务，深受消费者认可。

国美“率性低价，惹火五一”活动
期间，国美安迅物流所有工作人员及
车辆都将全员待岗，确保商品可以第
一时间送达消费者手中并安装到位。

作为我国领先的家电及消费电子
零售连锁企业，，消费者在国美全渠道
实现了购物场景的任意穿行，体验到实
景体验与舒适便捷的高度统一。（庞健）

2017四川消费促进月启动 苏宁助推全川名企名品走向全国今起 国美“率性低价，惹火五一”正式开启

互联网汽车市场厮杀进入两极分化

二手车电商行业过去三年野蛮生长，导致了行业
很混乱。其中一个混乱的起点，就是“烧钱”获客。

这是互联网思维的典型玩法，优信、人人、瓜子都进
入了这个通道。有业内人士认为，大家都“烧钱”，看谁能
烧到最后，认为留下来的就是最终市场占有者。不过经
过了一番厮杀后，两级分化越来越明显：一部分黯然退
场，或苦苦支撑仍在探索模式；另一部分二手车平台已
经形成一定的规模，在切入点和模式上已经有优势。

3月7日，易鑫金融和中泰证券达成战略框架协
议，通过资产证券化（ABS）、债券、结构化融资等一揽
子计划，开展总额高达 200 亿元的多种债务融资项
目。募集的资金将用于拓展易鑫汽车金融科技平台，
提升新车、二手车、以租代售等多项业务。

最新的一则融资消息是，蔚来汽车4月宣布已完
成第三轮融资，腾讯、百度资本领投，消息称此轮融资
总额约为6亿美元。蔚来汽车创办于2014年，是由易
车创始人李斌、京东创始人刘强东、汽车之家创始人
李想、腾讯、高瓴资本、红杉资本、愉悦资本等共同投
资设立的电动汽车公司。

2016年，以“洗脑式”的改编和夸张的唱
跳，一则由王祖蓝和年度神曲《PPAP》原唱
者PIKO共同演绎的广告片，引发网络疯狂
刷屏。“买买车”概念由此家喻户晓。

神州优车起步于2016年1月，是网约车
市场领导品牌神州专车的运营主体公司，也是
国内最大租车公司神州租车的第一大股东。去
年7月，神州优车成功挂牌新三板，成为全球

“专车第一股”。目前旗下拥有神州租车、神州
专车、神州买买车和神州车闪贷四大板块

2016年10月，神州优车发布公告，拟以每
股50-51元的价格发行1.96亿股。2017年2
月，神州优车再度发布公告：已完成46亿元的
股票发行认购。战略投资人包括中国银联、浦
发行等4家。这也是今年来，新三板规模最大
的一次融资。此外，还有20多亿元融资尚在审
批程序中。神州优车共募集了70多亿元。

案例1 神州优车今年获46亿融资

B2C电商受资本青睐
去年10月国内专业汽车流通服务

平台卖好车（原名买好车）宣布公司完
成2000万美元的A+轮融资卖好车。

其盈利模式主要是通过“卖好车
线上平台、好车物联、好车金融”等服
务来帮助经销商一站式解决车源、钱、
流转的问题，帮助全国汽车经销商改
善经营效率和利润率、降低经营成本。

据了解，作为国内首家 B2B3.0
模式的代表企业，平台主要为中小汽
车经销商提供金融+仓储物流+SaaS
的综合服务，目前已覆盖了全国
80000家经销商，数十万在线真实车
辆，覆盖全国 96%省市，为经销商提
供的“好车金融”服务总额已达到近
百亿元人民币。

成都商报记者 郭晶晶 胡沛

案例2 主打B2B模式

卖好车要做行业独角兽

近两年，资本市场热钱涌动，这场资本大战
中，各行各业雨露均沾。而互联网＋汽车行业无
疑成为新晋的资本风口。

4月24日，腾讯领投的易鑫上交所挂牌
ABS，估值或达22.5亿美金。过去两年，易鑫集
团已从腾讯、百度和京东、易车这些互联网巨头
手中，获得近10亿美元融资，并不断通过银团、
ABS等方式募集资金，欲打造中国最大的汽车
互联网交易平台。今年3月神州优车牵手“国家
队”获得46亿元融资，并将募资计划用于C2C业
务的神州买买车身上。去年10月国内专业汽车流
通服务平台B2B业务的卖好车（原名买好车）宣
布公司完成2000万美元的A+轮融资卖好车。

五一小长假临近，去欧洲退税可
以实时到账了！昨日成都商报记者从
支付宝方面获悉，支付宝正式推出扫
码退税服务，用户可通过扫码一步完
成退税，税金以人民币实时到账，彻
底解决排队和税金到账问题。

目前，该服务已率先在米兰马尔
彭萨机场、柏林泰戈尔机场、罗马菲
乌米奇诺机场，以及赫尔辛基万塔机
场的蓝联退税柜台上线。五一假期会
从这几个机场回国的游客，就可以在
异国他乡，用他们熟悉的支付宝体验
扫码退税，实时到账，而不用像其他
国家的游客一样，还要排队退税了。
预计今年夏天，英国、法国、瑞士等其
他欧洲国家和地区也将开通这样的
退税服务。

据介绍，扫码退税是支付宝海外
退税的升级版，相比以往最大优势是
退税金可以即时到账。操作时，用户
只要在退税单上填好绑定支付宝的
手机号、护照信息，加盖海关印章，并
带着退税商品到机场退税柜台扫一
下支付宝二维码，人民币退税金就能
立即入账支付宝。

为吸引游客消费，目前全球有50
多个国家和地区推行购物退税政策，
办理方式主要有现金和信用卡退税
两种，但都有各有不足。现金退税只
能退当地货币；而信用卡退税则周期
过长，往往需要15天以上，中间出现
问题也很难追查。支付宝希望通过扫
码退税服务的便利改变这一局面。

成都商报记者 胡沛

行 业 快 讯

4月26日，聚美优品CEO、四川
籍企业家陈欧在北京举行的发布会
上，宣布聚美优品进军智能家居领
域，创立独立品牌 Reemake。聚美集
团首次推出的是两款高效能、高颜值
的空气净化器Reemake Air One和
Reemake Air One Plus。

自几年前，小米涉足空气净化器领
域之后，市场上就诞生了一批“互联网”
空气净化器品牌，如小蛋、豹米、352、
AirX等，被称为“网红”空气净化器。

陈欧讲述了自己做净化器的原
因。“回国创业的时候，才知道国内还有
一种假期叫雾霾假。”陈欧表示，放假只
是逃避，并无法解决雾霾问题，于是他
决定为公司员工购买空气净化器。在查
询了一遍市场现有的净化器品牌和型
号后，他惊讶地发现并没有一款适合公
司这样大面积公用场合的产品，“于是
我决定身体力行地做一款真正好用的

空气净化器。”陈欧对自己的产品自信
满满，“好多人跟我说，这个市场有太多
人在做了，让我考虑清楚，但我觉得我
不仅要做，还要做最好的。”

在发布会上，陈欧为观众现场
演示了Reemake Air One Plus现象
级的净化效果。由于工作繁忙，普通
人在家使用家用净化器保护的时间
不超过 10 个小时，而更多的时间是
在公司、商场、学校、医院、咖啡厅这
样的公共环境中度过的，市面上普
通的净化器无法满足公共场合的大
面积环境。“我们把这款产品定义为
公共场合的抗霾神器。”陈欧说。据
了 解 ，这 款 高 效 能 产 品 Reemake
Air One Plus 的适用面积达到 200
平米，在睡眠状态下的 CADR 值就
达到500，远高于市面上大多数空气
净化器的最高值。

成都商报记者 胡沛

聚美优品进军智能家居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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