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千店一面"#品牌过度雷同$是郑州
百货业早已意识到的问题% 商品雷同$各
家就只能拼促销#拼服务$不断压缩各自
的利润空间$打价格战%

有人不愿看到这样的场面$就提出差
异化$希望让顾客! 进去一眼就能看出来
哪一家是适合自己的"% 危机形势下$消费
者的购物心理从偏重心理满足到偏重功
能满足$ 从随意性购物转变为目的性购
物% 这时$百货企业的特色鲜明就显得尤

为重要%

紫荆山百货执行总经理徐
振营说 $品牌拉高了 $并不一定

能促进销售 % 如果与定位不相符 $反而

可能造成品牌与顾客的断层 % 但真正要
破解同质化难题 $ 问题还很多 % 很多品
牌 $已经被郑州市民接受了 % 不管在哪家
开 $都能挣到钱 $哪一家都不会愿意放弃
这些品牌%

! 价格战是原始的 $ 但也是唯一的办
法% "徐振营说$商场办得好了$可以在一定
区域内限制品牌重复入驻$形成短时期的
局部垄断% 但这种方法$也只能是对影响
力较小的品牌使用% 大品牌 $肯定不会答
应% 最好的办法$还是练好自己的内功% 把
好品牌聚拢过来$削弱对方的销售量$让供
应商自己感到在你这里销售就是好$以此慢
慢赢得市场%

进入
!

月$各商场就陆续有新柜台装
修#老品牌搬家% 五一前$今年的第一批
调整就将到位% 商场里幕布围起来的装
修区域会变成什么样子& 又将有哪个新
面孔亮相& 只能! 敬请期待"%

今年的品牌调整$ 因为大形势的变
化$与往年也有了一些差异%

!!"#$ %&'

金融危机对零售业的影响是相对滞
后的% 业内有预测称$ 百货业整体将在
"##$

年下半年迎来真正的寒冬%

管理学上有个说法' 外部经济环境
优越时$企业可以暂缓内部管理升级$将
占有外部资源优势作为企业发展的主动
力(外部经济环境恶化时$企业则要加紧

! 修炼内功"$ 加强企业内部管理以应对
恶劣环境$ 保证企业存活到下一个良好
外部环境的到来%

一般$商场! 修炼内功"的方式主
要有'扩业重装#结构调整#品牌提
升#环境改造#功能拓展等%

相对于旅游出行来说$ 购物
是相对较便宜的娱乐活动$ 会被

消费者较晚舍弃% 这种环境下$企业多年
积累的品牌影响力$将更大程度地影响顾
客的购物选择%

北京华联营业部经理单洁说 $之
前去北京 $ 发现很多商场都在调整品
牌 #改造环境 $这说明市场还没有差到
不敢动的地步 % 毕竟 $每一次调整 $重
新装修都需要一笔不小的费用 % 不过 $

今年一些大的品牌放缓了扩张步伐 $

开新店更加谨慎 $ 此时引进难度就比
较大 %

但也有业内人士坦言$外需变化导致
一些外贸工厂倒闭#破产$这让很多厂家
更重视国内市场% 在零供双方的博弈中$

零售商可掌握更多的话语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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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电脑开唱主角

价格向左 特色向右
郑州商业危)机调查系列报道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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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庆祝中
国第一台双门双温区冰箱上市

"'

周年$

容声冰箱从
!

月
-'

日至
!

月
5#

日在郑州开
展!

"'

周年 容声冰箱倾情回馈"大型促
销活动%

! 凡购买容声原生态三门#多门#对
开门等高端冰箱$不仅能享受每

"'

元返
-

元的现金优惠$ 还有丰富的礼品赠送$

更有机会成为* 容声
"'

周年幸运消费
者+$获得一台

"6

豪华空调柜机% "容声冰
箱相关负责人表示%

凭借保鲜# 节能技术等方面的遥遥
领先优势$ 容声近年来在高端冰箱市场
上高速增长% 据中怡康统计数据$去年容
声三门# 多门等高端冰箱销量占有率比
"##/

年增长
-5"7

$ 增幅在行业销量前五
名品牌中$稳居第一% 今年是容声冰箱上
市
"'

周年$ 容声希望借此契机开展大规
模推广活动$加速高端冰箱普及进程%

该负责人称$在技术研发领域$容声
一直走在行业最前列$并引导着我国冰箱
业技术水平的不断升级%

"'

年前$容声研
制成功我国第一台家用双门双温区冰箱%

此后$容声不断进行技术创新$成为冰箱
行业的技术领头羊$曾推出国内第一台全
无氟环保节能冰箱$并荣获联合国

89:

节
能明星冰箱大奖等殊荣%

目前$容声推出的三门#多门#对开
门等高端冰箱$集多项国内外领先技术
于一身$包括发明专利! 分立多循环技
术"#七彩光合养鲜技术#双制冷双循环
技术#

;)

养鲜魔宝等$ 堪称保鲜技术的
集大成者$被称为! 原生态养鲜冰箱"%

华南农业大学食品学院完成的一项冰
箱保鲜实验也显示$ 与普通冰箱相比$

容声原生态冰箱的保鲜效果高出数倍%

容声方面介绍$容声原生态冰箱之
所以有如此优异的保鲜效果$在于能通
过多重保鲜技术组合$实现温度#湿度#

光照度的精确控制$创造一个! 原生态
养鲜"的独特储存环境% 在这个环境中$

蔬菜所需的温度#湿度#光照度达到了
绝佳的配比$实现了! 三重精度"养鲜$

符合采摘后的水果蔬菜的生命机理$能
够让水果# 蔬菜在冰箱中继续生长$有
效保持果蔬的营养成分$大大延长了果
菜的保鲜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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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声今年主推高端品

本周$

<=>

将旗下多款液晶电视大
优惠% 其中$自然蓝光系列液晶电视刚
刚上市就被纳入促销范围%

<=>

自然蓝光电视涵盖了电视领域
的多项全球领先技术$独有的! 自然光"

技术与! 蓝光"技术实现完美融合$让液
晶电视在提升画质的同时$健康护眼并
大幅节能%

除了! 自然蓝光"外$本次促销范围
涵盖

<=>

旗下所有主销液晶电视%

9$

系
列液晶电视$全高亮光滑材质$外观时
尚$并沿用了

<=>

一贯的旋转底座设计$

可以方便多角度收看%

除
9$

系列外$ 还有去年的旗舰产品
?$

系列#全模式数字一体机系列$均有不
同程度优惠% 此外$

<=>

还拿出了
'"@/-:

作为特价机机型让利$仅售
.$$$

元$是
'"

英寸超大屏幕液晶电视的超值机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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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一"大促销

每年调整$除了新品牌的引进$布局
调整也是商场的大动作%

早期的百货商场$ 真正是经营! 百
货"$商品从家用电器到针头线脑% 那时
候郑州人买电视#洗衣机$都知道去郑州
百货大楼等百货商场% 后来$随着国美#

永乐等家电连锁的进入$ 家用电器逐渐
离开了百货% 发展到现在$百货商场内大
多只是经营服饰#化妆品#珠宝类商品%

有消息称$ 家用电器将重新回归百
货商场% 预计今年

43.

月份$北京华联五
楼将出现家电专区%

业内人士分析$在郑州市场上$丹尼

斯始终没有放弃家电$而且经营得不错%

归根到底$是团购客户在这方面有需求%

北京华联重新引进家电$丰富商品种类$

其意也在争夺团购市场%

此外$ 今年多家商场有扩大经营面
积的打算% 大商集团郑州紫荆山百货#郑
州百货大楼等预计都要有所动作%

今年$ 大商新玛特郑州总店 , 国贸
店-已确定新引进

.#

多个品牌% 这些品牌
主要是补充时尚品类$ 而非一味走高端
路线% 店方称$此举是为了让商场满足尽
量多阶层的购物需求% 而在危机中受到
冲击的$应该只是个别阶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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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声明星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