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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自体验，眼见为实”，性能好不好，到
店试试看，售后要保障，有店才放心

像苹果“iphone4”的正品行货，权威人
士分析，将彻底颠覆“山寨机”

采用前沿科技、外观和功能
十分新潮， 极像苹果“iphone4”
的尼彩 i8 手机， 为什么不趁着
刚上市的火爆销售， 多赚一把
呢？

面对人们的疑惑， 厂方毫
不讳言“其实手机出厂本来就
只有 10 元钱的利润，通过各级
代理商分销、流通，层层加价导
致价格上升， 这些都要消费者

买单，按照手机传统营销模式，
这款手机市场价要卖到千元以
上！ 消费者自然要多掏六、七百
元， 而巨额暴利都被中间商吃
掉了！ 我们砍掉所有中间环节，
从工厂店直接到消费， 真正让
利消费者!”

权威人士指出， 采取从源
头直接到消费者， 这在手机销
售行业还是开天辟地头一回，

敢这么“一杀到底”，证明他们
对这款手机的功能品质有充足
的信心， 只有实力雄厚的厂家
才能做的到。

可以肯定的是，这款像苹果
“iphone4”的国产品牌机，必然
彻底颠覆“山寨机”，有利于手
机市场的净化。 正品行货比“山
寨机” 都便宜了， 谁还会去买
“山寨机”呢？

尼彩手机售后“三包”再出霹
雳重拳，打破手机“只给换不能
退”的行规

“尼彩”系列手机每部只赚 10 块钱，欢迎
您到店免费体验

像“苹果 iPhone4”的国产品牌手机，在工厂店

只卖 399 元

2011 年 3 月 23 日，尼彩系列手
机正式启动了“砍掉中间环节，每部
只赚 10 元”的品牌直营模式，像苹
果 iphone4的正品行货，如此惊人的
“绝杀价”， 得到了众多消费者的欢
呼称赞，也让很多业内人士惊呼“这
是卖白菜，哪是卖手机，如此低价底
裤都要赔掉”。

“砍掉中间环节，只卖 399 元，这
要让多少人失业下岗！ ”如此疯狂的
举动，厂家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是
夸夸其谈，还是故弄玄虚？ 是炒作，
还是另有新的商业手段？

说这是个“比基尼”价，一点都不
夸张，10块钱的利润也就是个“打底
裤”的赚头儿。看来尼彩公司得脱裤
子卖手机了。

“尼彩” 手机到底与“苹果
iphone4”手机从外观到功能，从质感

到使用习惯一样不一样，这很简单，
只要到它的手机工厂店体验一下就
明白了。

不是限量的促销，不是忽悠人的
炒作，不是“山寨机”，不是水货，不
是偷工减料，不是“旧机翻新”，不是
“塑料玩具机”，更不是“一次性的”
用不了几天的。

在长沙司门口步行街万达广场
一楼尼彩手机工厂店里， 一位消费
者拿着尼彩 I8 手机，和身边拿苹果
iphone4 的同伴攀比：“你看，我也是
平滑，能点触，能拖拽，能上网，能
QQ，能视频，还能手写呢！ ”，“能玩
游戏，听广播，看电视，MP4 音乐播
放，功能也不比你的少，接电话音质
还很清淅！ 后面加个零，只是你的一
半价格!”

问：打个电话订购，再送机
上门就好了，为什么尼彩公司还
要开手机工厂店呢？

答：中国人都讲究“耳听为
虚， 眼见为实”， 只通过电话销
售，说得再好，看不见实物大家
怎能放心，所以我们在全国大中
城市开手机工厂店（长沙司门口
步行街万达广场一楼）， 让消费
者到店来看产品、试产品，实实
在在的东西摆在那里， 挑好了，

试满意了，再决定购买，购买就
没有任何风险。

问： 尼彩为什么敢于开店，
不像部份商家打电话订购再送
机上门， 而选择直接面对消费
者?
�������答： 首先“得民心者得天
下”， 消费者是不能欺骗的；其
次：产品质量过硬是我们敢于开
店的基础，电话销售不但会让消
费者心存疑虑，而且售后无法保

障， 连店都没有谈何售后服务？
产品如有质量问题，消费者去哪
里退？去哪里换？俗话说“跑得了
和尚，跑不了庙”，有了实体店，
大家能看见，能试用，当然买得
安心，用得放心；实体店能更好
地落实 "全国联保， 售后三包 "
的国家规定，我们不但有全国联
网的金牌售后服务商“天音售
后” 为产品后续提供保障支持，
并且在每家门店都为消费者提
供更完善售后服务。

工厂手机 百姓手机
只卖 元

长沙旗舰店：朝阳路数码步行街 1-03 号（广发银行旁）
专卖店：司门口步行街万达广场一楼扶梯口

399 订购
热线 0731-82917799

这么好的手机只卖 399 元，
消费者惊呼“手机卖成白菜价，这
个世界太疯狂了！ ”

有懂行的人算过一笔账， 每部
手机只赚 10 元， 其实赚的并不少，
中国有十三亿的人口， 手机市场需
求量太大了，如果卖出 100 万部，利
润就是 1000万。 399元的价格，几乎
想买手机的人都买得起， 如果卖到
1000万部，1亿部呢？

每部只赚 10 元钱， 其实不是企
业老板疯了， 而是尼彩手机要卖疯
了，真不愧是做企业的，算盘打的就
是精，如此低价，尼彩手机销售果然
火爆、疯狂，消费者如潮水般的涌入

尼彩手机工厂店， 厂家每天 " 三班
倒 "加紧生产，市场仍供不应求。

所以说，买手机的，没必要“心
疼”卖手机的。 首先让自己别错买或
冤买，货比三家，再看“尼彩”。 反正
行业自己揭底，无论是企业“高瞻远
瞩“还是销售商”良心发现”，竞争的
结果，必然是价格降低。 最后的“便
宜”总归是咱老百姓得。 要这么说，
尼彩手机一步到位，直接来个“价格
透明，价格探底”，需要换手机的，心
动了的，还真得去体验一下！

产品质量我们敢保证：坏一台，
换一台， 只有过硬的产品质量才敢
如此承诺！

售后服务速度有保证： 尼彩所
有产品均实行最快的售后服务，速
度有保证，只要不是人为质量问题，
到店 3分钟，退换完成。

全国联保，售后三包有保证：尼

彩作为国产品牌行货手机， 厂方承

诺： 非人为质量问题，7 天包退，15

天包换，1年保修。 并有全国联网的

金牌售后服务商“天音售后”为产品

后续提供保障支持。

像苹果“iphone4”的 尼彩手
机只卖 399 元， 很多行业人士惊
呼“不是企业老板 '疯了 '！ 就是尼
彩手机要卖 '疯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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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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里牌新岳州电脑城 168号（东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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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厂直营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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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0-677-0007

网址：www.nicai-phone.com

长沙尼彩工厂旗舰店今日盛大开业！

专卖店：河西通程广场负一楼新一佳超市外场药店旁

诚招工厂店合作商：
15200835600

�����数百份礼品今日等您来抢！

货
到
付
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