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点：“专利单管巡航
即热系统”同时解决各个用
水点冷水段问题，有了它，
舒适用热水无需等待。一氧
化碳安全防护系统可以随
时监测室内一氧化碳浓度，
更有安全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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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人们对饮水健康需
求的提升，净水机已经成为很
多家庭的家电必选。目前市场
上净水机的滤芯根据功能不
同，有的是用来去除自来水中
的铁锈、泥沙，有的是用来去
除消除水中的余氯和异味，它
们的更换周期也不同，从三个
月到一年不等，价格也是从
100多元至800元不等。

而A.O.史密斯推出的新
一代反渗透净水机在这个问
题上有了新专利。持有专利技
术的MAX3.0长效反渗透滤
芯是3年更换一次的长寿命滤
芯，耐用更省心。由传统的一

端进水升级为两端进水，使流
道长，流水速度快。五级全效
反渗透技术，有效过滤重金属
等有害物质。

A.O.史密斯
为您打造品质健康生活
近年来，随着生活品质的提升，消费者对家电产品的

诉求已经改变。在消费升级大环境下，高品质、健康舒适的
创新产品越来越得到行业认可以及消费者肯定。

拥有143年历史的A.O.史密斯，凭借对消费者的深度
洞察，以及对创新技术的不懈追求，不断推陈出新。进入中
国20年来，A.O.史密斯的好口碑已不止体现在热水器领
域，在净水、采暖、空气净化等领域也成为了强势品牌，产
品涵盖电热水器、燃气热水器、净水机、空气净化器、壁挂
炉、空气能热水器、洗脸软水机等品类。

在本次特卖会上，A.O.史密斯的全线产品都将参与大
促，而专业人士又特别给大家介绍了几款明星产品。

明后两天满额立减
凭商报到店咨询有礼
成都商报买够网携手美国百年品牌A.O.史密斯在指定门店举行VIP客户尊享会
热水器、净水器、空气净化器、家庭采暖、美容软水机等全线产品参与大促

热线火爆
市民青睐A.O.史密斯

“一直喜欢A.O.史密斯，产品细节设计确实有过人之
处。”“早就看好一款热水器了，总算等到大促。”连日来，
买够网携手A.O.史密斯举行VIP客户尊享会的消息，引起
了市民强烈关注，咨询热线86626666一直热得发烫。

家住通桂街的市民傅女士说，新房装修好了，正好要买
热水器，综合口碑、功能、安全性等因素，家人更青睐A.O.史
密斯，“大品牌，专利多，性能好，寿命长。”

“我周末有事来不到，可以提前交定金么？”家住小南
街的市民刘女士说，她想买台高品质的空气净化器。还有
一些市民直接来到益州大道复城国际广场的A.O.史密斯
旗舰店“踩点”，“A.O.史密斯很少搞大力度促销，到时候人
多，提前来把产品了解清楚，周末直接下单就是。”

服务承诺
“安装前买贵双倍补差”

“A.O.史密斯是全国定价销售，为了配合此次客户回
馈活动，我们制定了多重买赠和立减政策，热销产品12升
智能宽频恒温燃气热水器、16升零冷水型燃气快速热水
器、反渗透净水器、空气净化器、家庭采暖、美容软水机等
全线产品都将参与。”负责此次活动的A.O.史密斯销售方
表示，这可算是近年来品牌最大力度促销，同时对参与尊
享会的消费者执行“安装前买贵双倍补差”的服务承诺。

至于产品售后方面，A.O.史密斯承诺，消费者购买的所有产
品整机保修3年，核心部件保修5年。在使用过程中有任何疑问，可
以致电A.O.史密斯全国统一24小时服务热线4008288988，成都
100多家专卖店和专柜将就近为消费者排忧解难。

下手A.O.史密斯爆款产品的机会来了

伴随着气温节节攀升，“五一”小长假将如约而至，对于消费者来说，这个“五一”，不仅是旅游出行的好时节，更是选购家电产品的难得机会。
为回馈消费者的支持，明后两天（4月29日~30日），成都商报买够网将携手A.O.史密斯在指定门店举行一场VIP客户尊享会。届时，平时“价格坚

挺”的明星产品都将参与大力度促销，包括家用电热水器、燃气热水器、净水器、空气净化器、家庭采暖、恒温暖水床垫等产品，“单品满2000元立减
100，单品购买5000元以上赠送德世朗两件套锅具，指定产品任意两件套成交金额满10000元赠送小厨宝……”，可以说是买得越多省得越多！

要提醒的是，本场客户尊享会也是一场力度巨大的感恩促销，只搞两天，现场福利多多，感兴趣的市民千万不要错过了。

1、购单品
满2000元立减
100元；

2、满二送
一：指定产品中
任意两件成交金额满10000
元赠价值758元小厨宝1台，
金额满11000元赠价值1498
元前置过滤器1台；

3、满三送一：指定产品
中任意三件成交金额满
15000元赠价值758元小厨
宝1台+价值1498元前置过滤器1台；

4、劲爆套餐：指定产品中任意5件产品满35000
元赠价值5738元空气净化器1台；

5、单品或者累计满一定的额度，还可以兑换精
美礼品，锅具套装礼盒。

6、明后两天，凭刊登了活动信息的成都商报到店
咨询产品的市民，还将获赠一条五星级酒店定制款浴
巾（价值198元），赠品数量有限，送完即止。

A.O.史密斯&买够网VIP客户尊享会

时间：2017年4月29（本周六）~30日（本周日）
地址：高新区益州大道复城国际广场A.O.史密斯旗
舰店
交通：乘坐地铁1号线在世纪城站下车，步行约一公
里即到；乘坐185路公交在益州大道天府二街站下
车，乘坐131、236、505、515路公交在益州大道天府
二街站下车即到。
活动咨询热线：028-86626666

家里想装地暖？
周末来咨询专业人员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成
都越来越多的家庭都会选择
安装家庭独立供暖系统。本次
VIP客户尊享会上，A.O.史密
斯也将重点推荐旗下新一代
主动防护型家庭采暖系统。

“首次安装家庭采暖的朋
友会遇到各种困惑，选择什么
安装方式、哪种产品更节能
……这些问题，只要来到我们
店里就会有专业人员为你解
答。”主办方负责人介绍，采暖
系统是一项隐蔽工程，地暖材
料的质量将直接影响整个采
暖系统的使用寿命，而安装的
专业与否也会影响地暖效果。

“A.O.史密斯新一代家庭采
暖系统，采用获得美国专利的
CO防护系统，商用级分段燃
烧更安全，智能保养提示系统
更省心，此外A.O.史密斯在
施工工艺、成品保护等方面都
有着成熟的经验，让你买得放
心，用得安心。”

复城国际广场A.O.史密斯旗舰店

满额省
满额送
明后两天买A.O.史密斯更划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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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针对重污染设
计，可除PM2.5、细菌、甲
醛；专利PM2.5实时数字监
测；物理式净化，防止臭氧
二次污染；智能空气管家，
方便省心；卧室/书房适用
型，CARD高达500，适用
31-54㎡。

反渗透净水器AR400-H3
特点：无桶型设计，即

制即饮更新鲜；UV即时抑
菌，双重安全防护；专利
MAX3.0反渗透滤芯，3年更
换，耐用更省心；净水与浓水
3：1，更环保；双重滤芯更换
提示、滤芯寿命随时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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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护肤黑科技，软
水洗脸，7天水分有效提升。

特点：先进的软化介质
配方，软化效果优异；智能
再生系统，实现软化再生高
效始终如一；耐用稳定的全
进口控制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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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温热水床垫
HWM-15A（1.5米）

特点：热水循环恒温加
热，整夜温暖不干燥，卓越
技术和严苛质控，远离安全
隐患。

1936年，A.O.史密斯研发
出“金圭特护内胆”技术，开始
进入热水器行业。依靠领先的
技术、优质的品质和完善的服
务，该品牌热水器在全球很多
地方都创造了销售奇迹。如
今，A.O.史密斯推出了第四
代主动防护型燃气热水器。可
以通过与主机分离安装的报

警模块，对全屋的一氧化碳进
行高位检测，必要时自动采取
防护措施，保障安全。

在洗澡过程中，很多用户
都会抱怨开火时“碰”的燃烧声
以及会经历很长一段冷水才有
热水，而这些问题新一代的A.
O.史密斯热水器都用过硬的
技术进行了针对性解决。

主动防护型热水器 更有安全保障

反渗透净水机 滤芯使用寿命更长

装修污染物中的甲醛被
称为“室内污染第一杀手”，甲
醛3至15年的挥发周期让大多
数消费者头疼，因此，刚装修
的新房或是刚入住的新房最
好都选择一台专业的空气净
化器来提升室内空气质量。

在本次VIP客户尊享会
上，A.O.史密斯也给大家带来

了旗下多个型号的空气净化
器，总体来说，它们的特点是

“净化快、寿命久、效率高”，其
内置优质改性活性炭能有效去
除空气中的甲醛、甲苯、TVOC
等有害气体，让你安心入住。周
六周日，市民可以到旗舰店来
感受体验A.O.史密斯高品质
的空气净化器产品。 （余兰）

高品质空气净化器 提升室内空气质量

家庭采暖系统
L1PB-G

特点：美国专利
CO防护系统；IFS自
动补水系统；商用级
分段燃烧、智能保养
提示系统。

反渗透净水器AR400-H3

广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