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正值周大福福星宝
宝十周年， 周大福特别打造
了全球最大足金福星宝宝摆
件，11月22日，福星宝宝来到
长沙， 在黄兴路王府井一楼
周大福揭幕亮相。

据悉， 该摆件为福星宝
宝系列中的“平安”宝宝，高
达1.2米， 是由24928克足金
精心打造而成。“平安” 宝宝
头顶象征纯洁与博爱的天使
光环， 手持10周年心形魔法
棒， 置身于鸟语花香的幸福
乐园。 活动现场引来不少市
民驻足拍照留念， 正逢圣诞
节，还有圣诞老人派发糖果。

另外， 为庆祝福星宝宝
十周年， 七个代表健康、快
乐、平安、真情、家和、智慧与
财富的“福星宝宝旅行限量
版钻石吊坠” 也正式与消费
者见面，全国限量发售50套。

■记者 陈静

在保证商品低价的基础上，通程电器将额
外推出不少促销活动。今日至1月3日，市民至
通程电器选购好商品， 定好最低成交价后，可
至总服务台，以10元兑换通程新年红利卡后再
交款！最低成交价满2999元即可凭红利卡直抵
100元，满4999元直抵200元，满9999元即直抵
500元。

“接近年底， 不少想在春节前搬进新房的
市民，都会选择此时购买家电”，刘伟直言，看
好元旦期间的家电套购市场。为此，通程电器

特别为有套购需求的市民准备了丰富活动。
12月31日15点-24点，通程电器全省同步

启动跨年团购夜。活动时间内，全场（除手机、
数码、电脑产品和特例产品）购物满500元即返
100元现金券，无限制送券、无限制收券。刘伟
告知，该现金券直等于现金使用，无任何使用
台阶，如有多张，还可累计使用。

此外，活动期间，购物满1000元的市民，均
可参与抽奖，单票、单号可抽一次，最高可中
2013元现金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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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通程奏响低价旋律
5亿低价商品特惠元旦，多款活动惊喜多多

“2012年，家电行业在压力
下，爆发出巨大潜力。不少企业
抓住机遇变革，在技术、产品方
面取得长足的进步。 可以这样
说，2012年挑战不断，机遇也不
断。同时，彩电不断革新升级，
从看电视到玩电视， 从简单的
操作系统到开放式操作平台，
从传统的手动操作到语音操
作，从单向接收到互动点播。”

家电2012年终盘点

听听湖南家电大佬的声音

即使人在囧途，也能如徐朗般收获亲情、友情或者财富，那么，同样走在囧途的家
电行业，在2012年，起起伏伏间，又收获了什么？直面2012，大浪里奋勇前行的湖南家电
行业大佬们，听听他们的感受。 ■记者 杨迪 实习生 刘雨薇

“今年低迷的市场环境让整个家电
行业都学会了过日子，学会精细化经营，
以前家电行业都一直处于高速不协调的
发展阶段，2012年整个行业都从概念化
经营回归行业本质更多的是关注产品本
身。 而国美电器也从年底实现了线上线
下的整合， 国美在线与国美实体店实施
统一管理，统一规划。”

“市场总是潮起潮落， 相比前几年
的风光，今年的家电行业无论是整个市
场环境， 还是消费感觉都明显不同以
往。 但我认为这是正常的， 与其说是
2012年家电市场进入了寒冬期，不如说
市场进入的是一个调整期、 洗牌期。现
在的困难，将使得中国家电行业更加明
确未来的发展方向。”

“2012年，当整个产业发展遭遇增长
难题，‘发展转型构建多元化的增长点’
就成为了今年行业最大的变化。从线上
到线下，实现线上电商和线下实体店之
间的协同化促销和统一战线就是最好
的表现方式。在线上苏宁易购经营目标
直击行业第一，在线下苏宁门店展开了
商业模式、经营产品和服务理念的全面
转型。”

“总体来说，2012年是变化的一年。
市场在变： 上半年受整体大环境的影
响，家电市场较为低迷；下半年家电市
场在逐渐好转。商家举动在变：零售卖
场在促销活动上注重创新变化，包括通
程，今年是首创了多种促销形式；家电
品牌对新品的研发与推广更加重视，以
此来赚取消费者的关注。消费者对家电
品质追求也在不断提升。”

“今年对家电行业来说， 有点冷。往
年大幅增长的空调，今年销量下滑。而格
力虽然增长20%多，但是增幅有所放缓。
不过大破才能大立，在市场压力下，空调
行业开始回归理性，随着节能惠民、家电
下乡政策的结束， 以价格战为主的大跃
进式促销没有了，在格力引领下，空调行
业开始向技术和产品上聚焦。”

“上半年家电企业的销售普遍遇到
较大困难，往年大幅增长的情形难以再
现。可以说今年挑战很大，同时也机遇
不断。世界家电格局的变化是今年行业
最大的变化，伴随着曾经的巨头日系家
电不断传来亏损、裁员、业绩下滑的消
息， 为中国家电品牌带来了新机遇，只
要紧抓机遇、比拼技术、不断创新，中国
家电行业必能迎接下个春天的到来。”

湖南苏宁电器有限公司
总经理 窦祝平
关键词：多元化发展

通程电器
副总经理 田刚
关键词：变化

湖南国美电器有限公司
总经理 张仁勇
关键词：精细化经营

湖南格力电器销售有限公司
副总经理 张平
关键词：调整年

湖南美的制冷产品销售有限公司
总经理助理 王宇
关键词：不同以往

海尔湖南工贸
总经理 张悦鹏
关键词：机遇与挑战并存

“相较于整个行业，今年国
产彩电取得大幅增长。TCL今
年销售增长30%，全球销量达到
1500万台。 而取得这样的成绩
跟TCL在年初即做好规划，把
握机遇有关。 去年日系彩电品
牌亏损， 我们年初就瞄准了国
际市场；同时，重视产品升级。”

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长沙销售分公司总经理 唐红
关键词：智能、节能

TCL湖南分公司
总经理 陈世明
关键词：云战略

元 旦 的 脚 步 近
了， 商家也“蜂拥而
上”，打造年末促销狂
潮。

12月27日， 通程
电器总经理刘伟表
示：“当前消费者购物
习惯日趋理性。 作为
商家， 只有以实在的
低价策略才能进一步
释 放 市 场 购 买 力 。
2013年， 通程电器将
全方位整合厂商资
源，以‘低价’为主调，
让消费者享受体验购
物乐趣的同时， 还能
享受到与电商同等、
甚至更低的价格。”

2012年12月29日
至2013年1月4日，通
程电器酝酿已久的元
旦促销将在全省同步
“点燃”， 打响开年低
价第一波。
■记者 杨迪 通讯员 范玲

刘伟介绍， 通程电器此次为元旦促销准
备了将近5亿元的优惠商品，其中有一半为通
程电器现金买断的新品和特价、特供商品；消
费者将在元旦期间享受到年度最为实惠的产
品与服务。

他强调：“从明日起，消费者就能感受到通
程电器电器元旦促销活动带来的震撼。” 不仅

新品、特价品、主流畅销品货源充足，还将大部
分商品进行了降价。

智能电视、时尚手机、电脑、冰箱、洗衣机、
空调、 小家电等众多品类让利幅度最高降幅
达40%，并以“10000台特价机、10万件赠品、
1000万元直降让利” 这样的低价规模全面冲
击元旦。

以旗舰门店领航，通程电器旗下全省49家
门店，将同步启动此次“低价开年”行动，堪称
湖南家电业界“史无前例的让利集群”。

凭借梯度发展，通程电器规模覆盖全省28
个城市。 其中一级城市以五一广场、 东塘、西
城、西站、伍家岭、星沙、红星七大旗舰门店为

主力阵容， 全面镇守长沙市内各大重要商圈，
使星城市民出门就能找到一家临近的通程电
器卖场；二三级市场以娄底九龙店、岳阳步行
街店、怀化中心市场店、益阳大海棠等当地一
级门店为龙头，将更加高品质的专业家电卖场
和专业服务深入到更多的三湘父老家庭中。

【力度】最高降幅达40%

【规模】全省49家门店同步启动

【特色】全场满500元送100元

全球最大足金
福星宝宝来到长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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