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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联办养老医院15828341107

搬家公司
●宏运搬家84446188★84439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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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婚姻真像询13060076919

声明·公告
●成都高新区格格小厨中餐馆遗
失发票（代码：051001700107，票
号：14690918，14779801） 特此声
明作废。
●双流县五环建材经营部发票章
编号5101225025807遗失作废。

●胡利身份证复印件， 号码
510923198610111147� ，西南科技
大 学 毕 业 证 书 ， 编 号
106197201706701270复印件均遗
失作废。
●杨浩身份证 (号:513431199409�
26001X) 于2015年06月20日遗失

●四川海德律师事务所开据给成
都市锦江区水井坊街道办事处的
增值税普通发票（代码:5100161�
320， 票号：05387314， 金额：8�
000）发票遗失作废，特此声明。
●遗失万通金融广场附21号商铺
装修押金条。

●公告：付小芳（513022****051
05284）因你长期无法联系，请见
报之日起7日内到四川省天宇劳
务服务有限公司办理相关手续，
否则将按相关法律处理。
●成都重标标准件有限公司于9
月5日公章（5101008016343）遗
失作废。

●成都好巴适农业开发有限公
司营业执照正副本 （注册号
510107000015443）； 组织机构
代 码 正 副 本 （ 代 码 号
67217615-6）遗失，声明作废。
●四川永泰体育设施工程有限公
司发票专用章（51010774972197�
7）遗失作废，特此声明。

房屋租售

●羊西写字楼出租18980882511

店 铺

传统的四川国美家电卖场不仅引进家庭装修项目，还
正与生鲜平台、银行等企业跨界合作……日前，四川国美
总经理履新，曾带领重庆国美连续五年获国美集团“突出
贡献”大奖的宋火红调任四川国美总经理。他接受成都商
报记者专访时表示，未来三年内四川国美的目标是年销售
达70亿元，不仅在中心城市打造精品商城，还要深耕三、四
级市场。“扩张是四川国美当下的首要目标之一，开新店、
开好店……”

严格“打表”投入、产比 效益最大化

2000年国美入川，宋火红是第一批四川国美人。2012
年调任重庆国美总经理一职。任重庆国美总经理期间，他
曾带领重庆国美连续五年获国美集团“突出贡献”大奖。宋
火红告诉成都商报记者，自己在做一件事之前，会习惯性
地考虑投入和产出比，要求效益最大化。

在今后对四川国美的管理中，也会把精细化、专业化、
精确化的要求带到工作中去。作为一个企业的管理者，他
会时刻提醒自己身上肩负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提速发展 国美跨界探索新零售

作为家喻户晓的连锁家电卖场品牌，国美从崛起、不
断扩张再到蓬勃发展，质优价低的商品和贴心入微的服务
早已深得四川消费者的心。今年，四川国美不断探索与创
新，顺应新时代的消费需求，实施了新零售战略，建立了以
用户为王、产品为王、平台为王、服务为王、分享为王、体验
为王、线上线下融合的社交商务生态圈，形成了对用户利
益最大化的新零售模式。

四川国美创传统家电卖场之先河，把华商暖通在售产
品中的采暖、新风、中央空调、净水设备全部引入卖场，也
引进了家装项目“泥巴公社”，建立家装新生活馆、3C智能
体验区、时尚生活品鉴馆。宋火红表示，跨行业合作可以满
足顾客多元化需求，更能达到消费者的期望值。四川国美
先后于生鲜平台、银行等企业进行合作，今后还将探寻更
多更新的营销方式来吸引消费者。

让“创新高”成为常态 让“做第一”成为习惯

“干就干好，争就争王。”宋火红提出的目标是三年内
年销售额达70亿元。接下来，扩张是四川国美的主要目标
之一，“开新店、开好店，规模与数量互为补充，两手都要
抓。”谈到四川国美未来的发展，宋火红充满了信心。“在复
杂多变的市场环境中积极探索，用数据说话，以业绩为主
导，充分展现勇士精神，奋勇向前跑，大船必能远航。”

短暂的接触，记者对国美新帅虽然只有一个初步的印
象，但不难发现，一个全新的四川国美正悄然展现在人们
面前。宋火红将会给四川国美以及四川消费者带来什么，
值得期待。 成都商报记者 庞健

2017腾讯全球合作伙伴大会
11月落地成都

一个多月后，成都互联网圈将迎来一场盛事。11月8日
~10日，第七届腾讯全球合作伙伴大会将落地成都，上万名
全球互联网行业精英聚首蓉城，围绕“开放·创想”这一主
题进行交流和讨论。腾讯开放平台副总经理王兰在“腾讯
818创业节”成都站活动上公布了这一消息。

作为腾讯公司规模最大的年度行业盛会，在过去的六
届大会上，腾讯与合作伙伴分享并构建了PC互联网时代、
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开放生态，为合作伙伴带来超过160亿
元总收益，诞生30家上市公司，合作伙伴总估值3000亿。而
今年落户成都，王兰透露是因为“创想”理念与成都的城市
特色相契合。“文创产业需要平台来承载，更需要科技力量
来释放。成都具备这种潜力，随着腾讯全球合作伙伴大会

‘开放·创想’理念在成都落地，成都的科技与文创产业将
释放更多想象空间。”

王兰表示，以往每届大会都有很多互联网大咖助阵，
今年也不会例外。届时，除了腾讯旗下20多个业务线将集
体亮相外，腾讯将邀请全球350多位嘉宾、近万名创业伙伴
和企业高层参加大会。大家将围绕“开放·创想”这一主题
进行分享和交流。 成都商报记者 严薇

四川国美换帅 老宋归来
——专访四川国美总经理宋火红

iPhone 8天猫9月15日开启预售

国内最快购买通道
诞生史上最热预约新机

北京时间9月13日
凌晨，苹果公司正式推
出 年 度 旗 舰 手 机
iPhone 8/8 Plus，以
及 全 新 一 代 产 品
iPhone X。天猫Ap-
ple Store官方旗舰店
作为唯一和苹果官网全
球同步首发的平台也正
式揭晓。iPhone 8及
iPhone X也将分别于
9月15日、10月27日在
天猫开启预售，目前
iPhone 8/8 Plus 已
在苹果官网和天猫苹果
官方旗舰店同步开启预
约，售价5888元起。

成都商报记者昨日
了解到，9月13日凌晨5
点预约页面上线后，不
到10分钟时间，天猫显
示预约人数同比增长近
400％，如此火爆的场
面已经超过了苹果此前
iPhone 6S 和
iPhone7。对此，天猫方
面表示，网友不用担心
抢不到，iPhone 8天猫
货源充足，9月15日正
式开始预购。

iPhone 8手机9月15日开始预售
天猫：货源充足管够

10年来最贵、最先进的一代
iPhone于北京时间昨日凌晨发布，
其中iPhone X国行版的售价超过
8000元人民币，有网友戏称，消失多
年的万元机“大哥大”重出江湖。

从全面屏，到人脸识别，这些
被小米、三星、vivo等竞争对手玩过
的招儿，在新一代iPhone身上发扬
光大。距2017年收尾还有一个季度
左右，就在9月11日，小米抢先发布
了全面屏MIX 2、应用人脸识别的
Note3；13日晚间，三星Note8国行
版在北京发布，其支持虹膜识别、
面部识别、指纹识别。下周，全面
屏、支持面部识别的vivo x20也将
发布。一干竞争对手发布时间和
iPhone前后撞车固然是谈资，但真
正的较量还得从接下来的发售期
开始。

iPhone X
被迫加入全面屏大战

全面屏，近来在手机圈如雷贯
耳。2016年10月，小米MIX在全球业
界提出“全面屏”概念，当即引发市
场疯抢。今年1月，雷军做客极客公
园创新大会就曾表示，全面屏手机
是未来10年的方向，今年会有全面
屏手机大战。现在来看，雷军的预
言已经成真。2017年全面屏已成为
旗舰手机标配，连新一代iPhone也

被迫加入全面屏大战。
9月11日发布的小米MIX2拥有

“正面几乎全是屏幕，仿佛握着一
块透明玻璃”的特性，全面提升了
拍照性能、通话、手持握感。本次发
布会中，雷军底气十足。他认为，目
前全面屏有三种趋势，一个是三星
S8尽量把上面额头做小，第二种是
苹果在屏幕中间挖孔，三是小米去
掉上面额头的屏幕。“这三种方案
在未来会并行一段时间，最终会合
并为一种。”

13日发布的三星Note8，其6.3
英寸的屏幕延续了三星Galaxy S8上
Infinity Display无边框屏幕设计，拥
有超高屏占比的全面屏设计，同时
为了占屏比，指纹识别移到了背面。

vivo X20预计在9月21日发布。
该机采用的仍然是非异形全面屏，
屏占比很高。努比亚官方宣布将在
10月推出全面屏2.1新机，并声称会
有颠覆的设计。苹果在此次最有亮
点的iPhone X也采用全面屏设计，
并保留了颇受网友吐槽的“刘海”
造型。

目前看来，iPhone X的全面屏
造型在各厂商推出的产品中颜值超
高，但前提是其起步售价超过8000
元人民币。而最新传闻是，金立将推
出的千元手机，预计会配备全面屏。
看来，要想为iPhone X的超高颜值
买单，确实需要勇气和理智。

竞争激烈
夹击iPhone成常态

几年前，国产手机要与iPhone
争锋，或许被认为是炒作。现在的
情况已大不相同。过去5个季度，苹
果在大中华区的营收一路下滑，而
美国、欧洲、日本、亚太其他地区都
在增长。它在中国遭遇了强劲的竞
争对手。

根据市场研究机构Counter-
point公布的今年7月份全球智能
手机出货状况，华为智能手机在
出货量方面短期超过苹果，仅次
于三星，排在第二位。而OPPO和
vivo凭借超高性价比在2016年表
现不俗，分别占据全球智能手机
市场份额第四名和第五名。而这
些公司也正在积极向海外市场进
军，它们将成为苹果在全球范围
内的对手。

有网友评价，如果新iPhone足
以让中国消费者承受1000美元的价
格，那么苹果算是打了场翻身仗
——毕竟，iPhone X超过8000元的
起步价，意味着它比Macbook Air
还要贵。否则，苹果可能被中国本
土智能手机品牌淹没。

过去一年出于市场对2017年新
机的期待，苹果股价已上涨将近
50%。发布会之后，苹果的股价应声
下跌。 成都商报记者 庞健

全面屏

指纹识别

人脸识别…

看完苹果发布会——

全面屏 刷脸解锁……
智能手机大战谁主沉浮？

苹果发新品——
10年来最贵、最先进的一代iPhone于北

京时间昨日凌晨发布，其中iPhone X国行
版的售价超过8000元人民币。从全面屏、到
人脸识别，这些被小米、三星、vivo等竞争对
手玩过的招儿，在新一代iPhone身上出现，
智能手机大战硝烟弥漫！

较量才开始——
9月11日，小米抢先发布全面屏MIX

2、应用人脸识别的Note3；13日，三星Note8
国行版发布，同样支持虹膜识别、面部识
别、指纹识别。下周，全面屏、支持面部识别
的vivo x20也将发布……一干竞争对手发
布时间和iPhone撞车！

四川国美总经理宋火红

不难看出，入驻天猫3年
多，苹果与天猫合作日渐亲
密。在今年iPhone 8出街广
告中，全球首发的两大官方
平台，天猫与苹果官网还同
框“秀恩爱”。其实每年9月，
除了苹果官网外，iPhone新
品都会选择在天猫全球同步
首发，已是惯例。而其他非官
方渠道的电商平台只能在22
日才能拿到少量的货源，从
15日后的整整一周时间，呈
现一个缺货、无货状态。

据悉，去年iPhone 7中
国首单也诞生在天猫。来自
北京的王先生在上午7点30
分拿到iPhone7后，举牌宣称
自己是全国拿到iPhone7的
第一人。

目前，Apple Store线下
零售店覆盖中国9个省和4个
直辖市；在天猫上，iPhone不
仅深受沿海发达省份消费者
欢迎，更由于渠道覆盖范围
广，帮助苹果触达偏远省份
的 消 费 者 。从 iPhone 6S、
iPhone SE再到iPhone7，苹
果通过天猫也在中国市场取

得亮眼成绩。从目前苹果在
中国的生态链中可以看出，
包括苹果官网、天猫旗舰店
在内的苹果自营体系是苹果
手机最大的销售渠道。

来自阿里巴巴集团Q2
季度财报显示，天猫数码手
机本季度同比增长高达50%，
超行业第二名10个百分点以
上，成为手机行业线上运营
主 阵 地 。截 至 目 前 ，包 括
iPhone7、荣耀9、华为P10、小
米6、OPPO R11、小米MIX2
等年度旗舰新品纷纷在天猫
首发。天猫已然成为手机厂
商首发新机的“标配”。

为何众多重磅新机都
扎堆天猫首发？业内人士分
析，作为新零售基础设施的
提供者，天猫有着超级品牌
日、小黑盒、欢聚日等适合
新品首发的工具，快速打响
新品的知名度；另一方面，
天猫旗舰店属于品牌自己
的店铺，数据、资金、货品都
由品牌方掌控，消费数据能
有效反哺到产品生产设计
环节。 成都商报记者 胡沛

据天猫相关负责人透露，其实
备受瞩目的iPhone 8预约如此火爆，
已在天猫意料之中。天猫官方旗舰
店和苹果官网作为全球首发的两大
官方平台，是国内买到iPhone 8、
iPhone X的最快通道，将分别于9月
15日、10月27日在天猫开启预售，两
者将享有7天优先预购期。

不少网友担心这次iphone8首批
备货量会不会很少，又要开启疯抢模
式？天猫手机总经理荆粤表示，其实上
天猫官方旗舰店购买就可以了。由于
天猫苹果官方旗舰店与官网共享库存
同配送，所以天猫这次对iPhone 8可

以说是放量供应，且绝不加价，按照消
费者付款顺序逐批次发货。

价格方面，iPhone 8售价5888元
起，而iPhone X则是8388元起。天猫
给果粉们带来了抢花呗12期免息
券、送10GB流量等福利。以iPhone 8
为例，果粉们抢到花呗12期免息券，
每月不到500元就可以把iPhone 8抱
回家了。

荆粤也在13日一早就发出微博，
给网友提供购买iPhone 8指南。“天
猫官方旗舰店和苹果官方网站同步
首发，别无我有”。他还不忘提醒，15
日天猫开启预购，还有12期免息。

iPhone 8、小米、华为扎堆首发
天猫手机已成第一大平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