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消息人士透露，3月22日下午，美的、海
尔、惠而浦、海信、奥克斯、志高、三菱重工、松
下、大金、长虹、新科、TCL等10多家空调品
牌与苏宁密谋在3月26日至28日启动“空
袭72小时”联合行动，投入百万台空调进行
地毯式轰炸，大手笔撼动空调市场。

据了解，春节后，侯恩龙挂帅苏宁COO
之后第一件事就是亲自督战空调销售提升，
其先后与美的、海尔、惠而浦、海信等10多家
空调品牌的核心高层会晤，此外副COO李斌
于3月份秘密华南行，副总裁王哲带队浙江
企业拜访，均为了此次3月底苏宁空调“空袭
行动”进行蓄势。

消息人士介绍，此次苏宁发起的“空袭
72小时”，得到了美的、海尔、惠而浦等各大
空调品牌的积极响应，在货源（新品首发、包
销定制机型等）、人员（店面促销人员、售后服
务人员等）、资源（让利幅度、赠品支持、异业
合作、广告引流和整合营销等）都给予了苏宁
最大的支持，各位空调大佬均亲自挂帅，与苏
宁成立战略联盟，召开战前动员会，全力以赴
促成苏宁此次大促的目标达成。

当然，苏宁对此次“空袭行动”的投入也

不容小觑。消费者在苏宁门店预存50元可以
抵400元，购买空调、冰洗、厨卫购买2件及
以上，只要满 4999元就可返 200元券，满
9999元可返500元券等优惠福利。

另据了解，在石油、铜价和钢价等原材料
成本下降到谷底时，苏宁就基于大数据的分
析，和各大品牌通过会员大数据，通过C2B
的方式定制了大量基于原材料价格低位的空
调产品，可以说苏宁销售的空调是“最新鲜的
空调”，产品价格较前期市场同款产品至少便
宜10%以上。

今年新环保法的实施将推动空调行
业新一轮革命，各大品牌空调都将调整产
品产能结构，转向高效、节能、环保产品的
研发和生产，但目前空调行业库存总量已
超过 4000万台，堰塞湖效应已经形成。
因此，各大空调品牌都将计划在 3月“开
闸泄洪”，作为中国最大的家电零售渠道，
苏宁自然成为各大空调品牌低价清仓的
重要渠道。比如，某知名品牌小 1匹冷暖
挂机价格跌破千元，仅售 999元，某合资
品牌 1匹单冷机只售 1299元，国产名牌
1.5匹变频挂机售价只要 1999元，2P柜
机价格跌破 2600元，更有百万台爆款产
品低至 6折起售。

分析人士指出，此次苏宁空调“空袭
72小时”，是空调品牌依托低价大幅拉动
内需、消化库存的联合行动，是整个空调
行业盛飨消费者的一次低价盛宴，相信此
次苏宁与各主要空调品牌工厂联合筹划
的“空袭”活动也必将带来市场及行业的
一连串连锁反应，最终成为中国空调发展
史上的一次典型性营销事件。

苏宁密谋“空袭72小时”
百万台空调地毯式轰炸

随着天气的渐渐温暖，龙城百姓越来越
真切地感受到了春日的气息。恰逢此时，2015
春夏服装服饰商品（常州）直销展也于3月21
日在常州奥体中心隆重开幕。

本届展会经过了组委会的精心策划，特
邀中国国际服装博览会、台湾服装服饰博览
会、大连服装节、广州国际服装节等展会的部
分参展企业加盟，齐聚来自北京、上海、广东、
香港、福建、浙江、云南、青岛、鄂尔多斯、宁
夏、新疆、东北等地千余个商家和品牌参展，
包括品牌服装、外贸服装、丝绸服装、休闲服
饰、男女时装皮装、鞋帽箱包、针织服装、中老
年服装，以及家纺布艺、居家用品、家庭饰品、
厨卫用品、工艺美术品、节日礼品、新奇特产
品等20大类近万种商品。充分地满足广大消
费者在换季之际的购物需求，不出龙城就能
领略到各大品牌精品服饰的独特魅力。

此次展会围绕“品质优、价格廉、档次高、
样式全”四大主旨。本届展会各类服装服饰都
是2015春夏流行新款，并由香港、广东等潮

流服饰发源地直接发货。同时组委会联手各
品牌厂商直接供货销售，使消费者与厂商零
距离，将被中间商抬高的价格毫无保留地返
还给广大消费者，同样品牌同样款式服装比
商场价格低30%-50%，部分产品甚至只有商
场售价的2折。

同期同地举行的农副产品食品交易会则
汇聚了包括东北黑木耳、新疆干果、大枣、云
南普洱、安溪铁观音、四川豆干、蒙古马奶酒、
广东糕点、西藏牦牛肉、特色小食品、红肠干
肠、牛肉干、腊肉、枸杞蘑菇、大豆制品等各类
土特产，不论是消费者是自用还是赠送亲朋
好友，都是一份最好的选择。

在整个展会期间，为了让老百姓买得明
白、买得放心，维护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做到诚信服务，组委会在现场设置了服务中
心和公平秤，有专职工作人员为您提供售后
咨询服务，免去消费者的后顾之忧。本届展会
从3月21日至3月30日，为期10天。愿您
高兴而来、满意而归！

2015春夏服装服饰商品
（常州）直销展火爆促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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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智能科技：水护士智
能马桶盖源自美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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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便省心：不占空间，不
改变原有便器结构，只需
安装于现有马桶之上,更

有不同尺寸满足不同马
桶。
■设计贴心：便后冲洗，女
士冲洗，水柱助便，垫圈加
热，脉冲按摩，暖风烘干，
喷头自洁,自动夜灯等贴
心设计用着舒坦。
■型号多样：有多种型号
可供选择,满足您的不同
需要。
■服务贴心：电话订购一
站式服务，免费送货，免费
安装，一年整机保修,三年
主板保修,实物展示,更可
亲临体验。
春季促销:即日起至4月10

日,型号为960D的智能马

桶盖优惠为12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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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皇
堂新寓店面房
8585355618018253556
戚墅堰店：车站路12号（老火车站
大门旁）18094422256

水护士
———可以解决便秘的智能马桶盖

水护士是国内唯一

获得美国电器产品安全

认证的企业，是行业内唯

一获得国家医疗器械证

书的产品，集五项国家专

利的通便灌肠功能，以纯

自然的方式协助您轻松

排便。是世界上第一台在

冲洗器基础上还可以自

助灌肠的智能马桶盖。

想用手机刷图片、看新闻，总担心流量用
超；想在线看朋友圈分享的视频，没有WiFi
真不敢任性看；如今虽说4G用户破亿，可很
多用户总被“流量资费恐惧症”困扰不堪。面对
更快的4G网络，如何才能安心享用呢？在提
供更优惠、更便宜的资费套餐基础上，江苏移
动从用户需求出发，推出了多项贴心举措，帮
助用户对流量进行智能把控。

众所周知，移动“和4G”给人们留下的最
深印象就是快。自从换上4G手机，用上移动
和4G，在苏州上班的年轻小伙儿小王这阵子
上网彻底high翻天。“刷朋友圈，看即时新闻，
在线看场赛事直播，我现在用手机比用电脑还
勤。”小王开心地说，“用了移动‘和4G’，根本
停不下来。”

谈到4G资费，小王也是一点都不担心，
“我开通的套餐包含的流量就足够用了，就算
偶尔不留神，流量超出套餐也没关系。”小王颇
有底气地说，因为他开通了江苏移动推出的流
量“安心包”，所以每当套餐外流量费达到10
元，就可继续使用免费流量至100MB，比以前
的流量“加油包”更实惠。而且只要开通流量

“安心包”，系统就能根据你的流量超出情况，
自动智能叠加，再也不用一次次发短信申请办
理。有了这样的保护，上网再也不用瞻前顾后
了,看新闻、刷视频、逛朋友圈……随心所欲！

说到这里，要向大家详细介绍一下流量
“安心包”业务的智能计费规则：当你产生超出
套餐的流量时，将先按0.29元/M计费，当费
用达到10元时，可免费使用流量至100M！再
次超出后，按同样规则以此类推。最人性化的
地方在于，如果你这个月未产生超套餐流量，
也就不会收取任何费用。

而在2G、3G时代就备受好评的流量使用
短信提醒服务，在移动“和4G”时代将进一步
升级，变得更准确、更及时，为用户畅游4G保
驾护航。同时，如果你在极速4G网络中玩得
忘我，对于流量提醒短信一时不察，导致流量
用超了也不用担心，现在有流量“安心包”服
务，省钱又省心！

此外，江苏移动还有流量“双封顶”服务做
你的坚实后盾，对流量费用（500元）和流量总
量（15GB）进行双向管控，让大家可以放心大
胆地乐享移动“和4G”！

套餐里流量用超了
现在再也不用怕

享有“亚洲建材第一展”美誉的广州建博
会首度进军上海。与厨卫领域最具影响力的
“上海厨卫展”强强联合，将于 2015年 6月
2-5日在国家会展中心（上海）共同举办超大
规模的“上海建博会”。

据悉，本届上海建博会主打“跨界风”及
“定制集成”，“采购、加盟一步到位”的上海建
博会将成为建装行业品牌的新秀场。

据悉，定制家居方面，华日、班尔奇、比
乐、诗雨德、靠达、夏王等同台亮相；索菲亚、
维意、顶固、联邦高登、诗尼曼、玛格、百得胜、
亚丹等知名品牌等集聚上海建博会。中国品
牌门窗传统产业基地佛山企业组团参展，派
雅、皇派、新豪轩、雍兴、富奥斯、亚材等一齐
亮相；更有华东品牌大洋、新木缘、科度、博乐

之星等联袂登台。
在建筑装饰五金方面，-鲍氏、天奴、樱

花、盈冠、瓯宝、樱花、凯迪士等众多国内龙头
企业将与史丹利、三星、好博等众多国际品牌
同台竞技。

此外，在墙体装饰、墙纸、布艺、软包方
面，展拜邸、金达莱、鑫煌家、光天建材等众多
一线品牌进驻。同时，海宁、绍兴等墙布产业
基地品牌企业也齐聚上海建博会，构建窗帘、
墙布产业基地展示新平台。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与地铁2号线徐泾

东站连通，与虹桥火车站仅一站、与虹桥机场
仅两站之遥，辐射区域深远广阔，极具区位优
势，是华东地区乃至中国的重要经济门户，影
响力遍及中国乃至全球。

上海建博会6月
虹桥国家会展中心首度亮相

“暴利时代结束了，空调价格也该回到 6
年前了，与国美一起完成3天卖出50万套的
目标，冲击新的世界纪录”。日前，格力董事长
董明珠在与国美在会谈中的一句豪言再次成
为关注焦点，而这一次她的目标是空调。

据悉，本次洽谈中，格力还与国美共同宣
布发起优惠创纪录的空调促销战，双方将于3
月27日－29日，在国美全国1600多家门店
以及国美在线投放总计 50万套格力特惠空
调，携手冲击3天50万套这一空调销售的世
界纪录。

价格、体验、服务全面发力

美力携手欲破世界纪录
业内分析，国美格力两巨头底气十足，其

最大杀手锏仍源自超低价格，即“空调价格回
到6年前的特惠”。据悉，本次活动投放的50
万套格力空调整体降幅高达30％。

对消费者需求的精准分析也为双方创纪
录提供了保障。自去年重新牵手之后，双方围
绕国美大数据工厂，分析大量消费交易数据，
捕捉客户行为模式，在商品定制生产、优化差
异化产品占比等方面进行精准营销，在2014
年房地产市场弱市震荡的格局下，实现格力全
年在国美全渠道超过60亿元的销量。

相比其他传统家电品类，空调对体验、配
送、安装等售后服务要求更高在此次空调大促
中，“反向试衣间”购物现象或将更加明显。同
时，国美凭借其全渠道零售优势，专业化的物
流配送队伍，以及智能化的卖场体验环境，或将掀
起比此前国美“黑色星期伍”更狂热的抢购热潮。

据悉，在此次空调大促中，由国美自有和
第三方组成的专业配送安装队伍将严格按照
国美“一日三达、精准配送、送装同步”的业内
最高服务标准提供售后服务。活动期间，国美
将确保以最专业的配送队伍按照消费者指定
的时间进行配送、安装服务。

3月27日至29日期间，世界纪录协会工
作人员将在国美现场进行见证，如果实现，将
颁发创记录证书。届时，国美或将成为世界上
3日内单一品牌空调销量最大的电器连锁店，
格力也许会跻身世界上3日内单一电器连锁
店销量最大的空调品牌。

创新零供合作新模式

共同发力智能化零售
相比此前业内盛行的厂家供产品、商家做

活动的传统促销模式，国美与格力此次合作，
零供双方将全程协助配合。据悉，双方早在一
年前已经开始筹备，国美基于大数据的完整分
析，归纳了数十万消费者在选购格力空调时，
从咨询、购买、配送、安装等各个环节，所呈现
出的个性化消费需求，并将这些数据与格力适
时共享，以此作为研发、供货的依据。此次50
万套空调中的畅销机型及反向定制机型，就是
双方根据国美适时共享的消费者需求数据，进
行提前备货启动的促销战。

国美早在 O2M 全渠道零售商战略提出
之初，就开始布局发力智能零售的战略举措，
也取得了一定成果，如其线下门店目前已初步
具备的全面免费WIFI覆盖、个性化体验卖场
布局、APP无线终端应用等智能化零售平台。

董明珠携手国美放豪言
3天卖50万套空调欲破世界纪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