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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选空调 志高来支招

6月6日是芒种节气。芒种过后进入初
夏梅雨季节，气温将显著升高。高温难耐，空
调大卖。面对市面上琳琅满目的空调产品，加
上商家推出一系列的促销活动，更是让消费
者迷茫，不知该挑选哪款产品才好。为此，小
编特意走访家电卖场，跟几位消费者一同分
享了他们选购空调的经验，有兴趣的朋友不
妨参考一下。

U雅：节能还要省钱

“虽然在价格上较定频空调会高出千元左
右，但由于变频空调是超高频启动，超低频运
行，所以如果家里是长时间使用空调，选择变
频还是更省电的。”从事会计工作多年的陈小
姐，她精打细算的观念可以说是深入骨髓。对
于为何选择变频空调，她有着自己的独特想
法。如志高U雅系列空调，采用双节能变频技
术，运行二级能效。待机情况下，功率低至0.5
瓦。省电等于省钱，所以作为勤俭持家的主妇，
选空调就该这么选。

V尊：一切以舒适为先

白天上班焦头烂额，下班回到家已是汗流
浃背。如果一打开空调，还要等上半个小时，屋
里才凉快，估计积聚下来的烦躁情绪全都要爆
发出来了。志高V尊采用国际名牌高效压缩
机、电子膨胀阀及高效换热器，整体优化空调
的制温能力，30秒急冷，令舒适无需等待。由
于采用了大直径贯流风轮，该机能够以更高转
速送出更强风量。超宽导风条送风距离更远，
送风角度更大，从而使强劲冷风迅速到达室内
各个角落。舒适的温度能让精神得到放松，让
疲惫的躯体得到休息，所以作为追求生活品质
的精英人士，选空调就该这么选。

U静：生态睡眠更健康

“以前我房间里装的空调，由于设定的温
度在整晚是固定不变的，结果上半夜比较热，
下半夜好冷。我怎么睡都不踏实。”夜间好的睡
眠对老年人来说是恢复体力、保证健康的重要
途径。怎样睡好固然受多方面条件和因素的影
响，但创造一个有利于睡眠的居室环境十分重
要。志高U静拥有自然醒生态睡眠模式，主动
探测人体的睡眠状况，根据人体体温的变化的
情况，自动调节空调运行频率，保持符合人体
睡眠曲线的室内温度。±0.5℃精确控温，告别
忽冷忽热，令你一觉睡到自然醒。一个人只有
拥有良好的睡眠，才会有健康的体魄，所以作
为注重养生的老年人，选空调就该这么选。
最后一点也是关键的一点，你还要考虑服

务。空调往
往被业界视
为半成品，
因此售后服
务比产品本
身来得更为
重要。志高
空调服务堪
称一流，世
界创举性的
“零配件终
身 免 费 更
换”，承诺贴
心到位，令
你使用无后
顾之忧。

兴邦产业独家秘笈
“海陆空”三位一体整合运营模式

互联网的商业模式可谓百花齐放。传
统型的门户网站以及成长型的搜索引擎、
电子商务、网络旅游、分类信息等商业模式
都已经逐渐成熟。但当今的互联网企业依
然存在线上线下结合不足、物流配送能力
欠缺、缺乏安装维修等售后服务体系，很难
满足企业厂商以及消费者的网购需求。

为弥补现在互联网的不足，兴邦产业
总裁姚晓宏先生经过 10多年的研究，不
断走访欧美发达国家，学习吸收外国的互
联网经验，并广邀各界精英，独创了“海陆
空”结合的创新互联网模式，实现互联网、
平面促销专刊、智能终端软件“海陆空”三
位一体的整合运营模式。
海军：居无忧家居商城及本地服务平台

在互联网领域，兴邦产业旗下居无忧
以家居商城为主体、以本地生活服务信息
做配套支撑、以新闻资讯有效补充行业信
息，为消费者搭建一个集“销售、服务、信
息”三位一体的综合服务平台，在全国
3000多个县区成立渠道服务站，解决电
子商务最后一公里配送、安装、维修维护
等难题。

陆军：居无忧促销专刊

为了更好的配合居无忧的加盟厂商，
帮助其进行宣传推广，特推出《居无忧促
销专刊》，专门为加盟居无忧的家居建材
企业、本地服务商家提供促销信息发布的
平台，通过落地专刊的服务，帮助企业、商
家扩大知名度、提升销量。

空军：求应智能软件

求应手机智能软件是一个集现代搜
索引擎、智能软件、消费导航地图、商机查
询、慈善基金、求应公民、网址导航、企业
百科等为一体的综合应用平台，在为大众
提供便利的同时，能为居无忧加盟企业、
商家直接引来流量，提升销量。
“居无忧”依托“求应智能软件”，把消

费者的每个需求转化成一个个用户订单，
并且不用守着店铺就能接收到无数用户
的采购需求信息。哪怕你在旅行，各种订
单都会主动通过求应软件发到你的手机
上。这是真正意义上实现了互联网、平面
促销专刊、智能终端软件“海陆空”三者的
有机结合。 肖忠

亮剑 6.18 国美金太阳
重磅出击绝杀网价

风起云涌的6.18电商大战即将拉开序
幕，线上线下价格混战的趋势愈演愈烈。据
悉，6月13日起国美金太阳电器将全面启动
“亮剑6.18 绝杀网价”大型促销活动，给广
大龙城消费者带来比网购更低、更快、更放心
的购物体验之旅。

低价标杆：全网比价、再送旅游大奖

“先涨后降、降完缺货、缺货等来残次
品”，对于经常网购的消费者来说，这些情况
可以说是屡见不鲜。针对铺天盖地的网络伪
低价，此次“亮剑6.18”活动期间，国美金太阳
电器将通过开展丰富多样的优惠活动，以具
体行动来表明国美的低价诚意和实力，让消
费者享受最真实的低价同时，还有机会赢取
张家界5日游的大奖。

特别推荐，即日起至国美金太阳预存50
元，6月13日至15日，即可享受“成交价基
础上满10000再减500上不封顶”的强大优
惠政策。为了满足广大消费者对空调的迫切
需求，国美金太阳这次还加推了“买空调返电
费”的活动，最高可返500元。

服务标杆：送货安装更及时

“送货日期一改再改”、“快递公司送货
速度有快有慢”，除了所谓的低价让人质疑，
家电的送货、安装等服务方面，网购的多项
弊病也给许多消费者留下了不好的印象。相
对而言，国美金太阳电器可通过线上线下物
流网络无缝对接，进一步发挥国美渠道终端
优势，缩减运输距离，极大提升配送效率，并

进一步提升用户体验。国美金太阳电器拥有
近万平米的物流仓储中心，配送网络完整覆
盖常州、武进、金坛、溧阳，部分门店畅销商
品甚至可以直接现场提货，大大缩短商品到
货时间。
真机出样：先体验再购买，花钱不后悔

“照片很丰满，真机太骨感”，以为是“志
玲姐姐”，买回家的是“如花”。幽默的语言背
后，隐藏的是广大网购消费者对于真机体验
的迫切需求。事实上，随着家电功能的不断丰
富、完善，无论是对于新潮的手机、酷炫的平
板，还是4K彩电等大家电，网页上的文字描
述始终无法代替到店的真机体验。基于这一
点，自去年9月以来，国美金太阳电器始终致
力于门店购物环境的改造提升。以国美南大
街店为例：采用完全的体验式购物模式，门店
每个楼层都设立了相关产品体验专区，消费
者可以零距离的接触商品，亲身体验来商品
的功能特性，并且可以同步对比不同品牌型
号商品，比如彩电、手机、数码、电脑类商品的
实际呈像效果、附带功能操作等，都可以现场
体验，这是网络购买单看商品数据值完全无
法比拟的。在国美，消费者可以全面了解功能
属性、尽情对比体验操作之后选择最适合自
己的商品。
综合以上信息，笔者相信，在价格更优

惠、选购更准确、送装更及时的三大优势下，
国美金太阳将成为广大龙城消费者购买家电
的首选之地。

改变错误的思想误区
1、认为“充其量不过是便秘而已”的想法是非常危险
的。
积存在肠内的粪便，会使肠内的坏细菌繁殖，并

且随着血液一起在体内循环，不仅会使肠内污浊、肠
内环境恶化，还会加速身体的老化。
2、认为“买点药吃吃就解决问题了”的想法非常错
误。

慢性便秘和长期口服泻药是目前公认引起结肠
黑变病的最主要原因，且长期便秘服用泻药者中结肠
黒变病的检出率高达44.4%。
■全智能科技：水护士便秘宝源自美国，是7项国际
认证、12项国家专利和4大权威协会强力推荐的全
智能马桶盖。
■纯物理疗法：轻轻一按键，不插入肛门，水疗头安全
贴附很舒服。水质经韩国进口过滤器洁净过滤，瞬间
将普通水转化成富含79种活性矿物质水，保持肠道
菌群，清空体内肠毒不生病，无论多久的老便秘，一用
就通。
■按摩水压：温和矿物质水流冲洗肠道中每一个角
落，便意马上就来。垃圾、废物、黑黑的毒素倾泻而出，
效果当场可见，让你想憋都憋不住。
■简便省心：不占空间，不改变原有便器结构，只需要
换个马桶盖，自己就能在家舒服的做肠道水疗，安全
方便。
■设计贴心：水柱助便、女士清洗、脉冲按摩、座圈加
温、便后冲洗等12项智能科技，用着舒坦。

只需换个马桶盖
1分钟安全治便秘

欢迎来店 免费体验
免费热线：400-008-3556
总店地址：青山桥八角井菜场往西20米
(健身路游泳中心东面）天王堂新寓店面
房 8585355618018253556
戚墅堰店：车站路12号（老火车站大门
旁）18094422256

本店多款型号

满足您的不同需要

现迎端午节活

动推出 960D款冲洗

器，活动价 1280元

活动时间：即日

起至 6月 15日

来五星抢彩电 55寸高清彩电仅售 3799元
世界杯狂欢月 智能高清看球赛才过瘾

6月12日，四年一度的世界杯即将
在巴西引爆。不能去地球的另一边亲临现
场的确是华人球迷的一大憾事，但要最大
程度还原现场热烈气氛，却是广大球迷竭
力追求的。在彩电技术参数对比中，五星
电器认为4K超高清彩电最能满足这种身
临其境的需求，因此迅速启动世界杯4K
彩电普及月，为球迷带来最接近现场的收
看体验。6月13日，五星全面启动全民抢
彩电活动，以3333元的42英寸 4K彩电
引爆市场。
五星低价普及 4K超高清大屏彩电

在世界杯期间，五星电器将推动持续
一整月的优惠，普降幅度达到25%。除此
之外，五星电器启动全民抢彩电活动，推
出历史最低价42英寸名牌4K彩电3333
元，索尼55英寸4K彩电只要 6649元，
而国产58英寸4K彩电仅售6666元。

即便不专注于4K超高清技术，消费
者也可于活动期间在五星电器见到低价
促销的普通高清彩电，其中合资32英寸
彩电低至 999元，TCL彩电 55英寸低至

3799元，海信 58英寸彩电也降至 4999
元。

世界杯是全世界球迷四年一度的盛
宴，在这为期一个月的狂欢节里，三五好
友汇聚家中，在啤酒、鸡块的酣畅气氛里，
超高清4K彩电所带来的近乎零距离的体
验，终将把这种狂欢引爆至高潮。

预购更优惠，定金成倍翻

即日起至6月13日，您只要来常州
五星各门店预存一定额度的现金，便可享
受定金成倍翻的优惠。6月13日前，单件
预存10元 变 150元，满 3000元抵用，
套餐预存50元变500元，满1万元抵用。
疯狂抢大屏，600万现金钜惠龙城

6月 13-15日活动期间，单件满
1000元惠 100，套餐满 10000元惠
1000。现场不仅有丰富的特价机型，还有
精彩的活动，给消费者带来更优质、贴心
的服务体验。
限时抢超市卡，100万超市卡全城送

高清彩电普及风暴，预购彩电，单件
满3000元额外加送100元超市卡，每人

限参加一次，特价指定机型不参加，详询
常州五星电器各大卖场。

五星制冷节持续发力，加入五星会员

还可免费贴膜

天气逐渐炎热起来，空调、风扇、冰箱
等制冷家电成了热销品，五星电器携众厂
家投入大量促销资源，重点针对热门家电
进行特惠，空调最低7.5折，力度媲美五
一。如果您要添置空调，最好赶在天气大
热之前购买空调。因为，天气一旦暴热，空
调销售也会集中爆发，此时商场来不及组
货，货源都很紧张，当然不会降价促销了，
此时您就很难享受的商场的打折促销。其
次是天气暴热，空调的销售量剧增，而且
还有大量的维修空调，售后安装人员会形
成很大缺口，送货安装等个2-3天也是常
有的事，此时不但多花了钱，还忍受酷暑
的煎熬。

此外，即日起加入五星电器会员，将
可免费为电脑、手机贴膜，整个活动限额
为5000名，赶快来常州五星电器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