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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保质期的食品不敢吃!但过了保
质期的彩电还能看!该怎么处理呢" 别急!大商最近进行的家
电以旧换新正在解决这个问题#

$ 家用电器虽然是耐用消费品! 但不等于是% 永久消费
品&!到了使用年限就该报废' 专家指出(电视机的正常使用期
限是

!

年!超过
!

年明显感觉噪音大!换台慢!图像不清晰!容易
导致火灾!发生爆炸)触电等!成为家电的定时炸弹# *大商电
器河南区总经理房福京介绍'

针对这种情况! 大商电器今天起举行大型的以旧换新活
动!其中包含彩电)碟机等品类!彩电无论使用年限!无论大
小!不分品牌!只要能正常开机!均可折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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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寸液晶置换价低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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碟机类均可折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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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换购新机' 除此外活动当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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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时段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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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顾客持相关宣传单页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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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的超低价购
买鲜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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斤'

如需更换新机的消费者! 可到建设路与桐柏路交会处大
商电器进行参与咨询'

大商电器启动+ 以旧换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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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坐落于无锡核心市区的无锡
苏宁广场正式奠基! 以自建店为特征的苏宁旗舰店也计划进驻
其中' 至此!在经历了空调专营店)综合电器店)

)*

旗舰店和
)*+

旗舰店之后!苏宁电器的第五代+ 自建店*模式正式诞生'

无锡苏宁广场是由江苏苏宁电器集团投资建设的! 被规
划为无锡地标性建筑!位于城市核心商圈!是一个总建筑面积
达到

)&

万平方米的超级城市综合体!而苏宁电器的首个+ 自建
店* 项目也计划进驻其中!+ 这也直接标志着一场家电连锁门
店革命的到来' *苏宁电器董事长张近东认为'

据了解!苏宁电器目前在全国拥有
("#

多家连锁店!但基
本以租赁为主! 这种目前中国连锁行业通用的连锁开发模式
在发展初期能够保证连锁企业快速做大规模)完成连锁布局!

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些弊端'

有业内人士指出(主要在于店面软硬件千差万别!导致每
个店面的交通条件)装修设计)店面结构)动线设置)经营标准
参差不齐!从而出现了% 千店千面&的现象!不利于品牌连锁企
业统一形象)统一标准和统一服务的执行'

+ 由于租赁模式的限制! 大量的标准无法全面贯彻实施!

更多是围绕店面实际条件进行% 摘录&!这也使苏宁的服务创
新和单店经营绩效无法形成持续性的突破!为此!第五代自建
店模式的标准也应运而生了' *张近东说'

据了解!与前四代店面模式相比!第五代自建店模式最大
的特点在于完全以顾客为导向! 并且在经营标准以外加入了
更加适合家电连锁经营的建筑设计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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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末!五星电器将迎来天龙卖场
四周年的店庆!在本周六之前拨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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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约!即可
免费获取

((#

元家电消费券'

四年前五星电器入驻中原! 并成立了河南五星电器有限
公司' 天龙大卖场做为其入驻河南第一家门店的成功开业!创
造了河南家电企业单店单日销售新高'

+ 明天!五星电器天龙卖场四周年店庆将全面引爆!连续三天'*

该公司河南区负责人战卉说'

促销期间! 消费者购物单件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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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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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现金券!现
金券可随意组合'前

%##

名消费者凭今年
.

月
%(

日前五星电器天
龙卖场老发票!购物即送心相印抽纸,购物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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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另加送
名牌微波炉一台'

据五星电器各品类业务负责人介绍!天龙卖场店庆期间!

某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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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寸液晶
&"''

元!某合资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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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寸液晶
-

折起' 滚
筒洗衣机部分型号直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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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空调柜机最高直降
&###

元!购空调指定型号柜机送挂机!名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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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暖空调
%)('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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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有装修需求的客户群体多是打
算结婚的年轻消费者!他们既有追求简单
便捷的效率需求!也有品牌)样式的个性
化需求!也就是说!他们相中的厨房家电
不一定是同一个品牌的!那+ 整体厨房*概
念可能就不适合他们'

如今!家电连锁不失时机打出+ 套购*

模式' 河南永乐最近推出了+ 新婚家装*的
优惠活动!为新婚新居消费者提供整套家
电)和谐家居设计)购买)安装)维护等一
站到位的服务'

除了一站式的服务外!+ 新婚家装*还
针对厨卫电器采取打折)返券)送赠等方
式让利!其中!最高让利

.#1

'

在河南苏宁!也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
着+ 婚庆家装节*!他们在卖场设立了婚庆
家电接待专区!配有专门人员进行接待和

导购'

+ 不少顾客是按照家里的装修流程分
批购买家电的!因此我们对家电成套购买
进行了创新!在业内率先提出% 分批套餐
购买计划&' 消费者在整个购买过程中可
以持续享受套餐优惠!即下次购买商品时
可以与前次购买商品计入套餐!之后多次
购买仍然可以享受套餐优惠' 像厨房家
电!都可以分批购买!并且持续享受套餐
优惠' *河南苏宁电器总经理王军介绍'

此外!五星电器也一直在进行着+ 厨
卫新品推介会*! 多品牌新品都在这里首
推'该公司河南区负责人战卉表示(+ 活动
期间!消费者在五星电器购买品牌厨卫家
电!可以参加直降活动!消费者购买厨卫
套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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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及以上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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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直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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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购买
套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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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及以上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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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直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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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有装修经验的人都知道!家里装修最麻烦)最花钱的就是最不起眼
的厨房和卫生间'

四月装修旺季!不少家电品牌推出了最省事的整体厨房概念!而家电连
锁也适时拿出了最省钱的成套购买方案'

装修旺!家电火

厨卫家电也+ 吃套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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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没开通!但
)2

上网本已经出现
在郑州市场' 日前!河南永乐在郑州的各大卖场已经率先推出
了两款内置

34,5*467

双模上网卡的笔记本'

上网本大小
%#

英寸左右!多用于出差)旅游中的移动上网!

在永乐上市的明基
8%#%

和惠普
69:9%###

由于内置了
34

上网卡!

因此被称为+
2)

笔记本*或+
34

上网本*'

河南永乐总经理丁宁介绍(+ 目前因国内无线网络环境尚不
健全!很多时候仅被当作一只大屏幕

6/"

使用' 永乐在售的
)2

上
网本!内置了中国移动的

34,5*467

双模上网卡!上网速度最高
可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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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州开通
)2

后!就可以享受到高速上网' *

丁宁表示!率先引进
)2

上网本!是永乐电器差异化经营的
体现!

)2

业务将成为永乐电器今后的工作重点'

接下来!永乐卖场还将全面引进
)2

手机' 本周开始!永乐
将在所有门店进行

)2

上网本的强势推广! 不仅价格优惠而且
赠送大量超值的礼品'

苏宁首家+ 自建店*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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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中原
地区最大的海尔旗舰店在郑州开业了'

开业仪式上! 海尔向全国首个民间组织
+ 抗美援朝老战士之家*! 捐赠了海尔电
脑)海尔洗衣机'

.

月
%%

日!新东泰海尔旗舰店正式开
业! 该店位于郑汴路与未来路交叉口南
)##

米路东!毗邻家电市场)家具广场)

建材市场等'共上下三层!总营业面积达
%#&(

平方米!经营涵盖海尔白色家电)黑
色家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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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码等全系列产品'

新东泰海尔集团河南分公司总经理
张立顺称! 这不仅是海尔在河南最大的
品牌专卖店! 也是河南家电业经营单品
牌店中的+ 巨无霸*'

面对行业激烈竞争及金融危机对家

电行业的影响! 新东泰海尔专卖店总经理
弓永进认为(+ 作为行业的领跑者! 海尔不
仅以独有的品牌优势) 技术优势抵御着金
融危机给家电行业带来的% 寒流&!而且!一
站式的海尔整套节能产品) 更便捷的贴心
增值服务和灵活的经营方式! 将成为海尔
中原旗舰店与家电卖场形成差异化经营的
制胜法宝' *

五星天龙卖场周末庆生

永乐强势推出+ )2上网本*

中原最大海尔旗舰店落户郑州
经营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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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方米!涵盖海尔全系列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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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发现在家居布局上!中西
方最大的不同就是厨房( 西方国
家的厨房都很大!装修也很优雅!

并且厨房家电有
.#

多种' 而在国
内!为了把客厅和卧室弄大!厨房
往往都是% 立锥之地&!并且厨房
家电最多也不超过

%#

种' *刚从英
国留学回来的张露! 做饭成了她
最痛苦的事'

不过张露最近很开心' 她刚
买了属于自己的房子! 正挖空心
思准备好好把厨房整一下'+% 穷
看厅堂!富看厨房&这句话确实有
道理! 不过我发现要想把厨房家
电一次性买齐! 真不是件容易的
事' 油烟机)炉灶)洗碗机等都要
考虑外形和颜色! 要与家装风格
保持一致' *

要想在厨房这个有限的空间
里!把油烟机 )炉灶 )洗碗机 )冰
箱)微波炉)电磁炉)热水器全布
置停当确是件很复杂的工程' 国
内的家电厂商把各种厨卫家电甚
至包括橱柜在内! 都进行统一设
计!并且配套安装'推出了集合式
的+ 整体厨房*概念!并且在今年
成为一种时尚'

除了家电品牌考虑到这种
+ 省事*的营销措施外!家电连锁
们也推出了众多+ 省钱 *套购计
划'顾客只要一次性在卖场买够
多少厨卫家电!就能获赠剩余小
家电!或享受套餐价'此外!卖场
里甚至还配备了专业的+ 顾问*!

帮助顾客设计厨房!提出购买建
议'

+ 以前的厨房家电完全是拼凑型的!看
上去很漂亮!可实用价值有多少"打开橱柜
门!到处是水管)电路!可用的空间很小!而
整体厨房就解决了这些问题'*海尔整体厨
房郑州中心负责人毕磊如是认为'

关于整体厨房的解决方案! 毕磊介
绍说(+ 消费者如果想购买这些产品!厂
家的专业设计师就会为消费者做出一套
设计方案效果图!根据用户家中人数)房
屋结构等因素测算出需要多大的碗柜)

多大功率的抽油烟机) 多大容量的热水
器! 再根据消费者的消费能力进行产品
的调整!这样的组合比传统的电器使用!

在水)电)气等方面能节能
%"@$&#@

' *

据了解!为迎接五一促销旺季!海尔
整体厨房制定了优惠方案! 凡进店预约

用户均可获得超值大礼一份! 同时购买海
尔整体厨房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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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就直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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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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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直
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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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以此类推'

以生产厨卫家电为主的方太不仅加强
了整体厨房的布局! 更是推出了全新的近
吸式抽油烟机'+ 同传统的近吸式产品相
比!方太% 新近吸式油烟机&创新采用了% 科
恩达导烟板&

A

% 下置式双风机&式设计!不
仅拉近了风机与灶具的距离! 同时彻底改
变了普通油烟机以油网进烟和分离的方
式' *该品牌河南区总经理介绍'

关于整体厨房!他认为!这套方案会在
水)电)气的线路上进行统一的规划!合理
分配电流! 减少天然气因管道长压力过小
等问题! 尤其是电路的绝缘更是现代厨房
的首要安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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