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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厂店欢迎您体验
400-677-0007��0731-82917799手续费 29元

浏阳市：金沙中路 541号（汽车东站，中信银行斜对面）
衡阳市：解放路广百百货负一楼家润多超市入口处
邵阳市：宝庆中路 278号（城南公园斜对面，中山医院下行 20米)
郴州市：燕泉路口供销大厦一楼 12-13门面，中国移动实惠指定专营店
岳阳市：

永州市：冷水滩区永泰凤凰路 157号 零陵区徐家井移动指定专营店
益阳市：秀峰公园西大门对面资水会龙商业街嘉麦迪 KTV旁
张家界市：慈利县零阳大道零阳镇政府旁

订购热线:

专卖店：司门口步行街万达广场一楼扶梯口
专卖店：河西通程广场负一楼新一佳超市外场药店旁

货到付款

旗舰店：朝阳路数码步行街 1-03 号（广发银行旁）
尼彩所售所有产品均实行“全国联保，售后三 包 ”

合作电话：
15200835600

五里牌新岳州电脑城 168 号（东门） 平江县新城医院旁（汽车站对面 )�����������������
荣家湾贺坪路职业中专门面 君山区挂口民心超市入口处

【震撼】
399 元买部“苹果”

尼彩手机长沙工厂店，自开业以来，这里就人气
旺盛。

“才 399 元，买到这样的手机值了。 ”今年 55 岁
的刘先生说，屏幕是触摸屏，以前都没敢买这样“先
进”的手机，这次也赶时髦买一部，在工作人员的讲
解下，他好奇地来回翻屏，看到那么多应用，乐得合
不拢嘴。

尼彩手机生产厂家代表曾承诺， 尼彩手机要以
低廉的价格、优异的功能来获得顾客的认可，拒绝手
机暴利， 让市民能够用低得不能再低的价钱买到一
部好手机、正品国产手机。

尼彩手机长沙工厂店的全体员工也
宣誓：尼彩手机，拒绝暴利，只赚 10 元。

冲着低价质优， 很多人都拥到尼彩
手机长沙工厂店内买手机， 市民们每天
在门前勇跃排队。

【评价】
聊天、视频，功能丰富

店员向顾客展示了 399 元的手机，外形柔和，触
摸宽屏，和 iPhone4 相像。

页面上罗列着 16 项功能，如通话、阅读、短信、
聊天、视频等等，用手指将屏幕左右滑动，又有一个
新页面的应用出现。

手机怎么用？ 怎么开关机？ 有些年龄大的顾客买
到手机后，又拉店员给其讲解。 由于人数众多，店员们
个个累得口干舌燥。“这么便宜的手机，大家争抢也正
常。 ”一位资深手机玩家总结道，现在物价高涨，399元
能买到啥？

最多买部劣质的山寨机， 现在竟然有正品机卖
这样的价格，大家能不抢吗？ 只是刚刚上市，还有一

些人不知道，如果真的像厂家所说的一样价廉质优，
那尼彩手机势必颠覆手机行业， 对其他品牌手机造
成巨大冲击，成为更多人追捧的对象。

【标语】
店内贴着“只赚 10元”

尼彩手机朝阳店内的装饰很简单大方， 进门左
侧是一溜柜台， 里面展示着尼彩 399 元至 799 元价

格不等的手机， 正对门口的收银台上方写着尼彩手
机，只赚 10 元的字样。

据介绍，开业典礼当天，随着尖叫声，人们开始
蜂拥往店内冲，店内空间很快被挤满，排队的人还没
进完，为安全起见，保安和部分店员只好赶紧关上大
门。“当时大门差点被挤破。 ”回忆起当时的场景，一
店员说，这段时间虽没有开业当天人那么多，但购买
者热情还是很高的，每天在门前勇跃排队。

【影响】
誓要终结手机暴利时代

记者从尼彩手机长沙工厂店负责人处了解到，
开业首日就有上千部手机售出， 购买者的热情就像
越来越热的天气一样。 尼彩手机为什么价格这么低？
据介绍，尼彩公司只专注做手机，并且提出要走一条

“品牌直营”的新销售模式，砍掉所有中间商环节，从
自己的工厂，直接到自己的直营店，把层层代理和流
通中的巨大利润还给消费者。 同时，坚定承诺，终结
手机行业暴利时代，从“尼彩”做起。

尼彩手机的备受追捧， 也影响到长沙手机市场
的销售，不少手机品牌也相应打出降价牌来。

[导读]
�������“一部像 iphone4 的正品手机只卖 399 元！ 一
部待机超过 30 天的国产待机王手机也只卖 399
元！ 一部市场售价 1300 元左右的旋屏手机只卖
599元！ 一部高清摄像的商务手机，市场售价 2000
元左右，而工厂店只卖 799元······多种款式多种
功能的尼彩手机均按 40%超低供应······”3 月
23 日， 来自全国近百家新闻媒体的记者参加了尼
彩手机在南京紫峰大酒店召开的新闻发布会。
“尼彩手机只卖 399 元，只赚 10 元利润”的新闻犹
如一枚炸弹在手机市场炸开了锅。尼彩手机因此一
夜成名，尼彩工厂店更是席卷全国，惊现千人排队
抢购手机的独特风景。

“简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如果不是亲眼所
见，我也不相信这款手机只卖 399 元。 ”这绝对是
一场颠覆传统经营模式的商业革命！······和许多
消费者一样，从质疑到抢购到称赞，全国各地的媒
体记者也见证了尼彩手机这一颠覆传统的销售传
奇！下面摘要的就是全国部分主流媒体对尼彩手机
的新闻报道。

尼彩手机长沙工厂店
开业以来持续受追捧你的手机买贵了！

不看手机成本白皮书，你不知道手机行业有多暴利！
不逛尼彩手机工厂店，你不知道以前买手机花了多少冤枉钱！

399元

只
卖

全省十店同贺浏阳市尼彩工厂店 9 月 3 日盛大开业！

尼彩 HD�K20
惊艳外观，
全球首款加长版奢华手机
高清摄录全能商务安全专家；
远程遥控防盗；
全景相机等。

市场价:1900 元
工厂价：799元 尼彩 I8 黄金版

尺寸：102*56*10.9mm 超薄,
�显示屏：3.0QWGA,1600 万色艳丽度,�
�摄像头：0.3M，130 万像素 300 万画质,
�蓝牙：支持蓝牙通话和蓝牙立体声音乐,
�重量：95 克（含电池） 双卡双待,
�通话时长：8-10 小时,
�待机时间：3-5 天。

市场价:1100 元
工厂价：499元

尼彩 K10
合金高精度转轴，
全能语音王功能：语音拨号、多项游戏，
双摄像头设计、 真正的实时双向视频聊
天，双卡双待，
3.0 寸 16:9 大屏触控、高清屏，
待机时间：3-5 天，
手机移动电视、国内外大事尽在掌握。

市场价:1600 元
工厂价：699元

尼彩七喜 I530
3.0"WQVGA,直板高清晰显示，
双卡双待单通蓝牙，
调整数据传输与接收。

市场价:1600 元
工厂价：699元

尼彩康佳 K60
�500 万像素效果大口 径
摄像头 8 倍长焦镜头，
智能影院、视频录像器，
Fm 定时录音、手动动漫

市场价:1600 元
工厂价：699元

尼彩七喜 I520
�电池：1150mAh（2 块）、 支持蓝
牙功能、上网，
可触摸 + 按键设置，
通话时长：6 小时，
待机时间：3-5 天。

市场价:1600 元
工厂价：699元

尼彩七喜 E6
本产品支持 MP3，彩信，双卡双待
单通等的一款 GSM 滑盖手机。
单摄像头。

市场价:999 元
工厂价：399元

尼彩七喜 E7
2.4 寸 QVGA 高清高亮屏、 高清
数码相机、双卡双待、MP3/MP4、
蓝牙、支持手机 QQ、高保真立体
声、便携式耳机。

市场价:888 元
工厂价：399元

尼彩七喜 T800
3000mAh�聚合物大电池， 超长
动力智能控电操作功能、省电软
件系统、通讯王、短信王、安全
王、500 条电话薄大容量储存。

市场价:888 元
工厂价：399元

尼彩七喜M6��
双卡双待、直板 2.4 英寸屏 240*320
像素、 高清数码相机、 双卡双待、
MP3/MP4、蓝牙、支持手机 QQ、高
保真立体声、便携式耳机。

市场价:999 元
工厂价：399元

尼彩七喜 V001
双卡双待、自由生活、
1.8 英寸 TFT，65K 色分辩率、超
级 QQ、电子书、在线书城,�支持
MP3/MP4、高品质喇叭、内置数
码相机。

市场价:488 元
工厂价：199元

老人手机 GS88
打电话、发信息、Mp3、验钞灯、
手电筒、备忘录、神州定位。

市场价:699 元
工厂价：299元

“产能越大，手机的制造成本就越低，按
100万台的采购订单计算， 国产非智能手机
成本价最低只要 389.94 元。 ”国产品牌尼彩
总经理卢洪波告诉笔者。

笔者拿到了一张“国产手机普通成本
表”， 这张表按照 100 万台采购规模的计算
方式，细数了成本白皮书从三大件、电子料、
结构料、配件包材以及售后、市场宣传等五
个方面，并以精确到小数点后面四位数的价
格，全面揭开手机的成本内幕，价格之低大
多出人意料。

例如，手机部件中最重要的三大件———
PCBA 主板组件(含小板)、显示屏(含 TP)、摄
像头， 价格分别只有 105.4 元、52.8 元、7.66
元，这三个“大头”合起来也不过 165.86 元。
至于麦克风、听筒、天线组件、面壳组件、充
电器、电池、手机袋、数据线等，价格就更便
宜了。这些部件中，最便宜的是手机袋，只有
0.0468 元，最贵的是电池，但也只不过 14.2
元。 而按照所有材料的成本累计，一台手机
的价格共计 389.9433 元。

成本有几许 看看白皮书

尼彩平面“微博”
酸石榴：跟 iphone4 品质、外观差不多的

国产“苹果”尼彩手机，只卖 399 元人民币，而
且还有 10块钱的利润， 怎么听都像有问题。
iphone4卖多少咱管不了，尼彩只卖 399 元咱
感动到无泪。 问题是手机市场的水到底有多
深？ 利润有多暴呢？

爱琢磨： 国产的尼彩手机瞄准了
phone4，不用不知道，用了以后还真信“国产”
长脸。 尼彩，我看行！ 尼彩手机是“苹果时代”
的中国精彩。

本栏目主持 小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