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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煤气、天然气中毒时有发生，燃气
热水器的安全性能受到关注。美国热水巨头
A.O.史密斯推出新一代更高安全等级的防一
氧化碳中毒（煤气中毒）的燃气热水器，其蕴含

的“一氧化碳安全防护系统”，集监控报警、断
气清扫、排废气保护于一身,方便又安全。

市民更看中安全性能
市民张先生最近看到不少燃气中毒的

报道，决定更换掉老热水器。在销售人员指
导下，张先生最终挑选了一款 A.O.史密斯
防一氧化碳中毒的燃气热水器。
一氧化碳无色、无味,是危险的隐形杀手
燃气热水器需保养和维护，若燃烧器上

出现积碳,或烟道堵塞,会导致一氧化碳浓
度超标。不少家庭洗澡时关闭门窗空气不流
通，热水器燃烧不完全导致室内一氧化碳浓

度升高，一旦空气中无色、无味的一氧化碳
超标，人就会不知不觉中毒，造成严重后果。

燃气热水器加装安全防护系统
A.O.史密斯成功研发“一氧化碳安全防

护系统”，解决了燃气热水器的一氧化碳隐
患 ， 并 获 得 美 国 专 利 （专 利 号 ：US
8047163B2）。该系统可24小时不间断监测
空气中的一氧化碳浓度，并与热水器实时联
动，一旦超标马上报警并采取行动，主动确
保家人安全。
此外，该燃气热水器具突破性的超静音技

术。运行声音最低小于40分贝，相当于疗养

院的夜间声音标准。A.O.史密斯独创的“智能
超静音系统”，能极大降低燃气热水器的运行
噪音，让你的家安全又安静。
140年创新不止 推动行业一路前行
A.O.史密斯推出的防一氧化碳中毒的

燃气热水器，在全面安全防护的基础上，实
现了安全和安静舒适的有效统一。140年
来，A.O.史密斯始终坚持创新研发，推动行
业一路前行。

现在，纪念A.O.史密斯 140周年的尊豪
版纪念产品已隆重上市，敬请关注！

全国统一 24小时服务热线：4008288988

防止煤气中毒 A.O.史密斯研发更安全的燃气热水器

端午粽飘香 志高来相伴
民间流传着这样一句谚语：“吃了端午

粽，棉被上屋栋”。端午节过后，意味着盛夏的
正式来临。当天气哼唱着“小晴歌”，太阳越发
激情四射，最高气温“天天向上”，偶尔来片云
朵阻挡这热辣攻击吧！但居高不下的紫外线
指数足以晒出熊猫手！如此炎夏，如果问及治
热有啥凉方，自然令人联想到空调这件必备
的消暑神器。而作为目前行业内制冷速度领
先的志高空调，怎一个好字了得！

30秒急冷，畅享舒适

端午佳节来临之时正值酷夏，谁都想迅
速让身体冰镇下来，回到家就能立马享受到
空调带来的清凉舒适吧？没错，要的就是快速
制冷，要的就是即刻畅享舒适，其他神马都是
浮云。“30秒急冷”是志高专注技术创新与研
发的结果。志高海洋之心采用全节能变频技
术，优选国际知名品牌压缩机和室内外电机，
并经过科学匹配，全面优化制温、传热、送风
系统。凭借高效压缩机、高金镀蒸发器、大风
量贯流风轮、内螺纹铜管四大核心制冷技术
的采用，为30秒急速制冷提供了澎湃动力。

告别甲醛，清新一夏

无论你是宅男腐女，还是工作精英，呼吸
总是不能停止的，然而大气污染，尘埃、病菌漂
浮不定，时刻虎视着我们的健康。消灭污染空
气，保护我们的健康刻不容缓。志高2014年
新品U系列空调采用国家专利科技除甲醛显
色滤器模块和志高领创ACD醛净化技术，主
动吸附室内甲醛等有害气体。经国家权威机构
检测证明，甲醛去除率高达92%。配合PET高

密度过滤网，让您的居室时刻保持清新。
三重补贴，惊喜让利

这个端午小假期，你淘的不只是粽子，还
有志高空调。据志高销售人员介绍：“本次端
午促销力度非常大，既有节能空调补贴，还有
以旧换新活动，更有多款人气新品闪亮登场，
加上厂家和商家的共同让利，让消费者可以
享受到真正的实惠。”此外，除了以大资源、大
规模投入促销活动外，志高仍一如既往地保
证售后服务品质。上述负责人表示，在端午特
惠活动中，凡购买志高空调的顾客，都可以享
受其“零配件终身免费更换”服务，让消费者
买得放心，用得舒心。

这个夏天有志高空调相伴，获得的不仅
仅是清凉和舒心，更有意想不到的惊喜。20
年专注于空调领域，志高空调此次活动所汇
聚的一系列堪称惊艳的年度新品，配合众多
优惠，无疑是你迎接酷暑的至佳选择！

端午特惠季
国美“家电世界杯”今日盛大开启

随着端午假期的来临，家电市场又将迎
来新一轮钜惠狂潮。作为龙城最大的家电连
锁企业，今天起，国美金太阳全线启动以“家
电世界杯，主场在国美”为主题的低价惠民活
动，以节能环保空调、大屏高清彩电、健康冰
箱三大亮点演绎家电盛惠。
全城疯抢：节能空调单台最高补贴 500元

连日30多度的晴热天气，常州已经开启
火炉模式，又要进入忙坏空调、风扇的节奏。
为让广大消费者花费更少的同时享受更多清
凉，端午期间，国美金太阳电器空调全场7折
起售，风扇6折起。而备受消费者关注的新一
轮节能空调补贴活动，小长假期间也将持续
进行。消费者只需前往国美金太阳各门店购
买符合节能标准能效的节能空调，即可享受
单台定额节能补贴，单台最高补贴500元。与
节能空调补贴同步启动的，还有“全球环境基
金节能房间空调器推进项目零售激励计划”。
作为该项目唯一中标零售商，即日起至2014
年10月31日，消费者只需在国美金太阳各
门店购买指定节能产品，参与抽奖，就有机会
获得单台3000元奖励。
直击世界杯：合资 50吋大屏跌破 3000

还有14天，备受瞩目的世界杯即将激情
开幕。想要畅享四年一度的欢乐盛宴，除了
“炸鸡和啤酒”之外，提前置办观赛装备也是
不可或缺的。为满足广大球迷的彩电需求，端
午期间，国美金太阳电器彩电全场7折起，多
款大屏、4K彩电更是低价来袭。三洋 50吋
LED直击合资大屏彩电底价，仅售2999元；

夏普50吋4K彩电，分辨率提升至 829万像
素，呈现超清晰、超流畅、超流畅的画面，让您
不再错过赛场上每一个精彩瞬间，国美首发，
仅售7999元。海信58吋大屏液晶电视，大屏
震撼体验加上6.3cm的超轻薄设计，使家中
客厅呈现高上大的风格，世界杯开赛期间，尽
可以邀请朋友到家中，一起为喜欢的球队鼓
劲加油！国美金太阳仅售4999元。

最炫健康风：健康冰箱最高降 800

近日，国美电器在对2013年中国冰箱消
费市场进行追踪、调研的基础上，准确分析把
握我国冰箱市场竞争现状及未来发展趋势，
发布了《2014年冰箱市场消费趋势报告》。报
告中提到，随着生活品质的提升，冰箱产业进
入了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多门、大容量、健
康、智能型冰箱成为市场的主流消费趋势。为
让广大龙城消费者享受健康、品质生活，国美
金太阳启动冰箱新健康时代。即日起消费者
至国美金太阳电器凭老发票购健康冰箱，可
享受单台直降 300-800元优惠。美的
330wtv，灵活的多门的设计，根据食物大小
合理布局，实用而美观，国美仅售4899元。三
星RS552NRUASK,另一款健康高端冰箱，拥
有545升的超大容量，其独有的光合保鲜室，
散发适合植物光合作用的光波，更长久保持
果类、蔬菜的新鲜度，保持食物天然味道，国
美金太阳仅售8699元。此外，购冰箱、洗衣机
还可享受“买一送一”特惠，想要给家里换一
台全新的冰箱、洗衣机的消费者，此次国美端
午特惠可说是不容错过。

五星电器 CEO周猛
当选中国零售业年度人物

5月27日，因
带领百思买中国区
业务有效变革，用
五星电器不断增长
的业绩证明了实体
店回归零售本质大
有可为，百思买中
国区总裁、五星电
器 CEO周猛当选
“2013-2014中国

零售业年度人物”。该奖项由中国零售商大会
与中国商报社联合颁发，旨在表彰零售人对行
业转型创新发展所做出的重大贡献，推动中国
零售业持续健康发展。
周猛，这位美国康奈尔大学实用经济学博

士绝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他低调务
实，勇猛果断，在一年间不动声色带领五星完
成了业绩逆袭。

回归零售本质，实现业绩逆袭

2013年6月，周猛初上任时正值中国家电
零售业低谷时期，同时面临电商冲击，压力不
小。他在五星迅速推进了以“增销售，提利润，降
费用”为核心的“重塑蓝色”战略，并提出了做中
国最具效率的零售商的战略目标，在企业内部
建立“年轻、奋进、创新、公平”的企业文化，打破
团队老和新，中和西间的隔阂，以开放的心态迎
接变革。他在五星的组织架构中新增战略与重
点项目推进办公室，亲自管理，大力推动五星在
电商、会员制、3C店改造、旗舰店改革、自有品

牌拓展、新品类引进等未来性战略项目上的创
新。一系列强有力的措施下，五星2013年迅速
扭亏为盈，今年第一季度利润也实现了同比大
幅增长，在百思买海外名列前茅。

新一代旗舰店“变脸”，迎合年轻消费

80、90、00后年轻人已成为零售业核心顾
客群，追求品牌、科技与时尚感。周猛领导五星
积极开发年轻人喜爱的新一代店面。引入百思
买海外经验，在全国进行以手机为主的3C旗
舰店改造，目前已完成66家，手机销售呈现两
位数的增幅，远高于行业水平。选中设计家乐
福、丝芙兰等时尚零售店面的世界著名设计公
司操刀旗舰店变革，从LOGO到体验全面革
新。新LOGO中融入了五星近期上线的网上
商城5star.cn,表明五星是一家多渠道零售
商。企业色也从黄绿色转变为强调科技感和专
业信心的深蓝色。据介绍，五星新一代旗舰店
面将在今年6月中旬首先亮相，分别位于南京
新街口、扬州和南通。

五星电器的另一改革是面向年轻群体开
发新品类。五星在已有品类中开拓可穿戴设
备、净水、空气净化设备及各种高端进口小电，
开发自有品牌、定制包销机型提升经营利润；
此外，五星电器专门成立了新产品拓展部门，
重点开拓游戏、健康医疗、居家、运动四大类。

面向未来，在周猛看来，实体零售商生命
力依然旺盛，生机在于回归零售本质，即价格、
服务、体验，包括创新，“不是空间没了，而是要
不断挖掘新的市场空间。”

世界杯点燃促销战
苏宁视界杯彩电节火爆开幕

四年一度的世界杯开赛在即，全球球迷翘
首以盼。对于普通球迷来说想要远赴南美进行
现场观赛是非常困难的，那么想看球赛必不可
缺的是什么？答案一定是：电视机。但是要想观
看这种世界级比赛，普通的电视机可真不行，
大屏、4K超高清电视成为观看巴西世界杯的
最佳选择。

大屏、4K超高清电视成促销重点

世界杯比赛不仅吸引了球迷的目光，也唤
起了彩电厂商的热情，各彩电厂商竞相想在这
场狂欢盛宴中分一杯羹，彩电促销战被即将开
幕的世界杯大赛提前点燃。

据奥维咨询（AVC）最新调研数据显示，
50英寸以上大屏彩电已成为电视尺寸选购的
主流，彩电大屏化已成为大势所趋。事实上，搭
配了4K技术的大屏电视，其震撼的画面效
果，绝非小屏产品所能比拟，尤其在大型赛事
方面优势更为突出。不管是看球赛还是看好莱
坞大片，肯定是大屏的、4K超高清电视看起来
更爽，更带劲。

相关资料显示，体育盛会的每一次技术
进步，都会推动相关产品的快速普及，2012
年伦敦奥运会首次实现 3D直播，期间带动
3D电视销量提升了约35%。今年巴西世界杯
的重要赛事首次实现4K转播，将给球迷带来
更清晰流畅的观赛体验，势必将带动新一轮
的4K普及风暴。“今年上半年彩电行业走势
持续低迷，世界杯有望成为拉动下半年行业
走势回缓的重要转折点，各彩电厂商也力图
通过这场体育赛事推进全年的销售业绩。”行
业人士表示。

疯狂让利 苏宁视界杯彩电节火爆开幕

一年一度的端午小长假即将来临，3天的
假期也给广大消费者提供了购物的弹性空间。
而恰逢巴西世界杯前夕，考虑到更换电视机的
市场需求量增大，苏宁联合三星、夏普、索尼、
先锋、海信、创维、TCL、长虹、康佳、LG、海尔等
国内外主流彩电厂商，5月 30日火爆启动开
年来最大力度的视界杯彩电节促销。记者在苏
宁门店彩电区看到，全是世界杯主题的精心布
置，电梯入口处设置一个小球门，头顶挂有球
队的国旗，地面铺上了绿荫地毯，销售人员清
一色着球衣进行促销，加上动感的音乐，充满
了世界杯的氛围。

苏宁黑电事业部总经理常江表示，随着科
技的发展，电视的更新换代非常快，原来小尺
寸、功能单一的彩电已不能满足消费者看顶级
比赛、玩大型游戏的需求。苏宁渠道4K超高清
电视销售占比已突破30%，50英寸及以上大
屏销售占比已突破60%，与其守着小屏、画面
清晰度不高的电视不能尽兴地看世界杯比赛，
不如在世界杯比赛前更换大屏、4K超高清电
视，欣赏精彩的体育赛事。世界杯四年一遇，错
过就要再等四年，不要给自己留遗憾。

常江介绍，5月30日-6月2日视界杯彩
电节活动期间，苏宁易购和全国门店针对重点
彩电机型将以绝对惊爆的价格进行抢购，全场
满1000减100，苏宁易购800元云券免费领，
还有机会抽取合资 50英寸 4K超高清电视，
在苏宁门店买彩电满5000元还送价值1499
元惠而浦原汁机，另外，部分苏宁门店同步推
出电子足球竞技等互动活动，吸引消费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