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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到，各大卖场铆足了劲

降价、明星、礼包，等你来耍！
□记者 张朝

4月27日至5月3日，苏宁推
出多重福利活动惠利消费者，让
大家享受极致购物体验。如手机
数码电脑全城5折起；同时，五一
购物享好礼活动中，单品满999
元、单品满1999元、单品满3999
元均有不同的好礼相送。在购物
享礼金活动中，单件满1000元返
100，满 3000 元返 300，满 5000
元返 500，满 7000 元返 700，满
9000元返900等。

爆款低价来袭，如国产55英
寸4K智能电视一款2699元，限
量100台。合资43英寸网络智
能电视一款1799元。康佳55英
寸曲面4Ｋ电视一款3799元。名
牌 2P 定速冷暖柜机一款 2699
元。国产 1.5P 定速挂机一款
1699元。

来苏宁德化云店买空调、冰
箱、洗衣机、热水器等产品，旧手
机最高抵5000元。此外，苏宁联
合康佳、创维、长虹、LG等电视品
牌推出多款大屏电视爆款，让消
费者享受优惠活动。苏宁还将推
出不少新品，如亚都空气净化器、

惠而浦微波炉、烤箱等。
来苏宁购买家电，还可以享

受苏宁V购一对一私人订制服
务。通过苏宁易购APP在线上身
边的苏宁预约门店导购人员，在
售前咨询、现场体验、价格对比、
送货安装、售后服务等多环节开
展一站式服务，体验贴心的服
务。

4月28日至5月1日国美二
七天然店盛大开业，除多种促销
活动以外，五一假期，国美分别在
厨卫体验区域、生活家电区域和
烘焙教室开展厨房烹调、果汁制
作、美食烘焙等体验活动，消费者
不但可以品尝到美味的食物，更
可以在国美门店亲手制作、分享
美图，体验各式家电为我们带来
的生活乐趣。

此外，深受年轻人欢迎的游
戏体验区域，配备了专业的电脑
设备、游戏主机的电竞网咖专区，
供年轻人走进门店聚会、游玩。
数码体验区域集结众多时下火热
的产品，无人机驾驶体验，HTC
VR体感游戏娱乐，智能机器人等

高技术含量项目带给消费者不一
样的新鲜体验。

4月28日至5月1日的“永乐
五一购物狂欢节”，将在4月28日
12点的黄金夜市强力拉开帷幕。
据河南永乐总经理陈政介绍，以
永乐为例，与往年“五一”家电促
销不同的是，今年“五一”家电促
销脱去各种华丽外衣，直击价格
底线、返璞归真，用最原始的价格
直降到底方式普惠消费者。

永乐电器将一贯的低价策略
穿越到底，以强大的实力和影响
力大打降价牌，让消费者以最优
惠的价格买到最中意的电器。

今年五一促销活动中，五星
电器将联合格力、海尔、美的、夏
普、索尼、老板、方太、苹果、华为
等一线国内外知名品牌，投入40
亿资源让利市场，除了保持低价
优势外，在商品的品质上也是严
把关，确保满足五一小长假家电
消费的旺销需求。为大家准备好
非常充足的货源，价格上也是突
破低价坐标。

核心提示|不仅有各种促销、低价，更有美食、游戏……“五一狂欢节”马上到来，想去家电卖场购物
的消费者有“福”了，各大卖场早已铆足了劲，让您的购物体验如外出游玩一般，嗨翻天！

嗨爆全城，欧凯龙——

五一大牌家居FUN肆购

核心提示|每年的五一，对于家居行业来讲，都是争夺市场份额的一场重大战役。为备战此次五一
大促，欧凯龙联合一线建材家居品牌，隆重推出“欧凯龙五一大牌家居FUN肆购”，不仅有香港巨星
李子雄、知名主播联袂助阵，还有千万现金、百万豪礼等惊喜，邀您fun 肆购！

□记者 张朝

重磅疯抢，100件
补贴爆款FUN肆购

1元瓷砖、51元马桶、51元
花洒、99元床垫……欧凯龙五
一大放价，斥巨资补贴100款大
牌爆品。4月29日10：00，顾客
凭幸运抢购券购买补贴款。即
日起，微信关注欧凯龙微信号，
点击底部菜单“五一活动”，进入

“网上报名”系统，即可领取补贴
款抢购券一张。除了网上报名，
您也可凭欧凯龙FUN肆卡或到
店扫描微信二维码领取抢购券
一张。另外，凭活动前购物单至
欧凯龙各商场即可免费领取抢
购券一张。

1000 万 现 金
FUN肆返，您买家居
我买单

本次五一活动优惠力度空
前，全面回馈消费者。活动期
间，交款满3000元可参加抓金
一次，满6000元抓两次……以
此类推，上不封顶，现金最高可
返1000元。

百万豪礼FUN肆送，1000张油卡FUN肆抢

活动期间，消费者只要在欧
凯龙东区旗舰店、中原路店参加
活动的品牌处购买建材家具，交
款满额2000元即可获得扫地机
器人、华为P10等豪华大礼。另
外，在欧凯龙其他商场的消费者

也可以直接凭购物有效单据获
得相应的丰厚大礼，与此同时，
消费者在欧凯龙各商场购买建
材家具单笔实付金额满5000元
及以上即可获得200元油卡一
张，油卡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超级夜场FUN肆嗨，4999元免单大奖等你来

欧凯龙在5月1日18:30还
将举办一次“超级夜场”活动，凡
在抽奖开始之前购物的顾客，凭
有效购物凭证，满2000元获得

抽奖券1张、满4000元获得抽奖
券2张，以此类推……4999元免
单大奖倾情放送。

香港巨星李子雄、知名主播联袂助阵

你想与“香港第一反派”李
子雄近距离接触吗？想听到他
迷人动听的歌唱演绎吗？ 4月
29日，欧凯龙携手衣柜品牌客来
福为您邀请到香港巨星李子雄
前来助阵，您不仅有机会与他近
距离接触，还有机会获得他的亲
笔签名照，还能享受欧凯龙携手
衣柜品牌客来福带给您的重重
豪礼。

5 月 1 日，由欧凯龙携手
FM91.2、FM88.1在欧凯龙东区
旗舰店共同举办的“魅力主播·诗
词狂欢趴”，现场您不仅可以聆听
扣人心弦的经典国学朗诵，还可
以参与12家品牌联盟“砍价”活
动，参与“诗词接龙比赛”“听友唱
歌”“你来比划我来猜”游戏互动，
这个五一，不仅有趣，而且好玩，
欧凯龙给你满满的诚意！

居然之家

商都店惊喜来袭
□记者 张朝

4月29日，居然之家商
都店为顾客准备了九大惊
喜福利。不仅有玩大富翁，
赢洗衣机（限量）活动，购买
商品的顾客还可参与抽奖，
赢取华为 P10 手机、金算
盘、美的空调、车载冰箱、全
场通用券等奖品；交款满
10000 元还可返 500 元全
场通用现金券，购物最高送
3000元豪礼，在两个品牌
店 中 购 物 ，单 笔 金 额 满
5000元的客户即送200元
油卡，每位顾客限参加一
次，数量有限，送完为止。

活动期间，顾客至商场购
物，不论金额大小均可升级
为居然之家VIP会员，享受
相应会员政策。

另外，顾客也可参加现
场的微信互动活动。顾客
转发商场微信至朋友圈集
齐58个赞即可凭本人微信
领取金号毛巾一套，每个微
信号限领取一份，发完为
止；关注居然之家商都店官
方微信方还可参与特价产
品抢购；29日 18:00 负一
楼中厅，更有5000元微信
红包喜从天降。

把实惠带回家

就来中原百姓广场

中原百姓广场位于郑
州市嵩山南路与南三环交
会处，交通便利，是集批发、
零售、展览、办公、电子商
务、休闲娱乐为一体的多功
能、现代化、多业态、复合性
商贸物流中心。

广场总营业面积40万
平方米，入驻厂家 800 余
家；现有陶瓷、卫浴、五金、
锁具、橱柜、木地板、门业、
灯具、布艺、家具、家电、工
艺品等一应俱全，板材、吊

顶、油漆、涂料、散热器、墙
纸等基础装饰材料样样尽
有，是郑州市家居消费和河
南二、三级市场客户批发分
销的首选场所。此外，中原
百姓广场始终坚持特色经
营：价格合理，天天平价；贴
心服务，全程无忧；家居装
潢，一站购齐。用一流的购
物环境，打造金牌建材家居
市场。位置优越，为广大商
户经营、老百姓购置物品提
供了便利的交通条件。

□记者 张朝

华丰产业新城

招商新闻发布会举行

4月26日，华丰产业新
城招商新闻发布会在郑州
隆重举行。

出席此次发布会的嘉
宾有，郑州国际物流园区管
委会副主任郭宏力先生，郑
州国际物流园区管委会招
商局局长张广明先生，郑州
经济技术开发区前程办事
处书记李振甫先生，居然之
家副总裁、华中区总经理张
健先生，华丰集团董事长付
庆林先生等。

华丰集团董事长付庆
林先生详细介绍了华丰集
团的发展，并表示，华丰产
业新城是华丰集团核心发
展项目，也是政府规划的重

点发展区域，华丰产业新城
与商企的合作、是基于相互
信任的未来发展战略合
作。华丰产业新城的投入
使用，必将为消费者带来更
高质量的建材、家居以及国
际化的生活品位，为经开区
及周边地区注入新的发展
活力。

随后，华丰产业新城和
居然之家、泰和实业、广顺
厨业、芝华仕、欧派橱柜、慕
思寝具、顾家家居、意风家
居、左右沙发、箭牌卫浴、东
鹏瓷砖、九牧卫浴等诸多商
户达成合作并签署战略入
驻协议。

□记者 张朝

家电“大放价”，更能玩得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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