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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数月前，尼彩以工厂价销售手机剿灭了山寨机的话，此次砸旧换新就是尼彩手机向翻新机吹响了开战的号角。 尼彩手机在短短的半年时间，就从
当初的一家店发展到今天的上千家店，从当初的单一款式发展到现在的数十款手机，尼彩靠的就是敢于向不合理的行业潜规则挑战。为了此次“砸旧换新”活
动能真正实现倡导全民抵制翻新机的目的，尼彩科技集团特备时下最畅销的几款机型供参与者置换，所供机型绝对让参与者感到物超所值，物超超所值……

煤老板再出豪言：你砸手机，我买单！

买手机不如砸掉换新机！
数款畅销机型等你换，每日仅限 1000 名！

算一算一文不值的旧手机
现在也值钱了！

�������“手机行业有两大毒
瘤，一个是山寨机，一个
是翻新机。 山寨机之所以
横行于世，其最主要的原
因是它售价低廉，打击的
有效方法就是把正品行
货卖得比山寨机还便宜；
要根治翻新机，我认为最
简单、最彻底的方法就是
把所有废旧手机全部销
毁。 ”

尼 彩 科 技 集 团 总 经 理
卢洪波

数月前，一位“煤老板”无盔无甲杀入
手机行业，声称要“终结手机暴利时代”，
以“手机工厂店”的直营新模式，一次性挤
干中间环节的所有“水分”，并且，明明白
白告诉消费者，国产品牌手机在“工厂店”
永远卖“工厂价”，每部手机“只赚 10元”。

这一手不按“牌理”出的牌，即刻引发
手机行业的颤栗和恐慌。多年以来手机市
场暴利的“潜规则”惨遭曝光，“山寨机”、
“翻新机”的猫腻被揭穿老底。这位川籍煤
老板卢洪波也被同行斥为“疯子”、“手机
价格屠夫”、“脱了裤子卖手机” 的“灭门
哥”……

然而，就是这样一种“手机工厂店”只
卖“工厂价”的举措，却赢 得了广大消费
者的认可。 在“尼彩手机工厂店”里，老百
姓真能踏踏实实地买到性价比最高的新
款国产手机。

“买手机最划算，就到尼彩工厂店”，

这句来自消费者的赞誉如今已成为“尼
彩”品牌妇孺皆知的广告语。

从开业即遭市民排队疯抢， 到日前
“千城万店” 战略的快速推进，“尼彩手机
工厂店”已渐渐深入国人心中。 市场销售
也势如破竹，所向披靡。

“尼彩”以手机市场颠覆者的姿态彰
显出企业实力和产品魅力，让消费者明明
白白买手机，实实在在夸尼彩。

但是，杀不完的“山寨机”，斩不绝的
“翻新机”，见利忘义之心不死，乔装打扮、
纠结同类，穿着“低价”的“迷彩”来仿“尼
彩”，披上假“环保”的外衣做伪“公益”。同
时，网络上的“水军”也以“假”乱“真”，栽
赃尼彩。

一边是“尼彩手机工厂店”平价风暴
的高歌猛进，一边是“山寨机”、“翻新机”
鱼目混珠的浑水搅局，手机市场似乎迎来
了最惨烈的时代。

“忍无可忍，无需再忍”！ 用尼彩高层
的说：“山寨”、“翻新”乱象，已经到了“不
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地步。“该出手时就出
手”。大品牌就该有大气魄；大企业就应用
大手笔。信心来自品质，品质源于实力。金
秋围剿“山寨机”、扫荡“翻新机”已刻不容缓！

号令当前，闻者胆寒。“秋后问斩”的
肃肃“杀气”已逼近“山寨”，“砸烂旧机”的
冲锋呐喊已使之无“机”可翻！

问天下，谁敢横刀立马？
谈笑间，尼彩一枝独秀！
还是那句老话：

“天地之间有杆秤， 那秤砣是老百
姓！ ”任何欺民谋利的行为终将被百姓唾
弃，任何“惩恶扬善”的义举必定受百姓拥
戴。

尼彩手机工厂店砸“旧”换“新”，横扫
“山寨”，杜绝“翻新”的集结号已经吹响
……

您来么？

������一个不按规则出牌的“疯子”；
一个让同行头疼的“坏小子” ；
一个饱受争议但能坦诚面对的“汉子”
短短半年时间，他把“尼彩手机工厂店”从一家开到了上千家；、把

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国产手机品牌“炒” 得家喻户晓； 把一款像苹果
iphone4 一样的尼彩 i8 手机，卖得风生水起，最高日销量达万部……
10 月 27 日，在河南郑州索菲特国际饭店“砸掉旧手机、杜绝翻新机”
的动员活动现场，传说中“煤老板”、一直处于“新闻漩涡中”的尼彩科
技集团总经理卢洪波与记者坦诚面对面，坦露心声……

问：为何要发起“砸掉旧手机、杜绝翻新机”的行动？
答：翻新机就如同餐厅里面的地沟油，必须清除。 尼彩就是敢于向

不合理的行业潜规则挑战。
问：俗话说“一分钱一分货，便宜没好货”，尼彩手机卖如此低的价

钱，质量有保证吗？
答：尼彩手机的质量好不好，我说了不算，我希望你有空到尼彩工

厂店去亲自体会体会。
问：最近网上有部分关于尼彩的负面报道，你是如何看待的？
答：正是这个事情我才知道“网络水军”这个词，其实我可以告诉你

一个最简单的辨别真伪的方法， 就是自己亲自到我的工厂店去看一
看、用一用、摸一摸、比一比我们的尼彩手机。 你就知道网上所说是真
是假啦！ 有时候我也在想：尼彩究竟动了谁的奶酪？！

问：如何看待继尼彩之后出现的众多手机工厂店？
答：我个人认为，不管是不是手机工厂店，只要所销售的手机能让

老百姓真正的感到物有所值、物超所值，就像当年的苏宁电器所销售
的商品一样，确确实实比大商场便宜的多，只要能让老百姓感到实惠
的同行，我们都非常欢迎，这也是我开工厂店的目的！

“杜绝翻新机”现场

煤老板正面回答“负面”报道

长沙市：尼彩工厂店司门口店（步行街万达广场一楼扶梯口） /�尼彩工厂店河西店（河西通程广场负一楼新一佳超市药店旁） /�浏阳市：尼彩工厂店(金沙中路 541号,汽车东站中信银行斜对面）/望城县：郭亮北路鹰城通讯尼彩专
柜 /株洲市：尼彩工厂店(响石广场,铜锣湾家居广场马路正对面）/醴陵市：尼彩工厂店(解放路湘运汽车站大门口)/�湘潭市：尼彩工厂店（建设北路幸福湾长途汽车站进口对面）/ 岳阳市：尼彩工厂店(五里牌新岳州电脑城东门
168号）/平江县：尼彩工厂店（新城医院旁汽车站对面）/荣家湾：尼彩工厂店（贺坪路职业中专门面） /君山区：尼彩工厂店（挂口民心超市入口处） /华容县：尼彩工厂店（工商局斜对面） /汩罗市：尼彩工厂店（建设西路烟草局正
对面） /邵阳市：尼彩工厂店（宝庆中路 278号城南公园斜对面)�/郴州市：尼彩工厂店（燕泉路口供销大厦一楼，中国移动实惠指定专营店） /桂阳县：顺达通讯尼彩专柜 /永州市：尼彩工厂店（冷水滩区永泰凤凰路 157号） / 零陵
区：尼彩工厂店（徐家井移动指定专营店） /新田县：尼彩工厂店（精宝通讯城移动公司对面） /益阳市：尼彩工厂店（秀峰公园西大门对面，嘉麦迪 KTV 旁） /张家界慈利县：尼彩工厂店（零阳大道零阳镇政府旁 ）慈利县 2 店：苗
市镇 慈利县 3店：许家坊镇 /常德市：尼彩工厂店（朗州路 552号大润发超市旁）

湖南总店：朝阳路数码步行街 1-03 号（广发银行旁）

尼彩 E 派 G6

市场价：3200元

元

只

799元

只付
置
换
价

尼彩 i8+

市场价：999元

399元

只付
置
换
价

●超长待机
●强大语音功能
●视频上网，真纯平
●支持 JAVA， 高速
上网……

+另送百元大礼包

尼彩蓝霉手机 P8980

市场价：1180元

399元

只付
置
换
价

●外形酷似黑莓
●电脑全键盘操控

●高清屏、高像素镜头
●小巧，轻薄

●双卡双待
●高速上网

聊
天
王

●3.2寸手写电阻屏准智能手机
●双卡双待 GSM制式手机

●Mstar 超级视频解码芯片，支

持多种视频播放
●支持 JAVA 自由安装，囊

括所有时下流行游戏，生活助理

软件

尼彩 i9

市场价：1280元

399元

只付
置
换
价

喊个名字拨电话，
动动嘴皮短信发，
不看手机听短信…
能听会说，动口不动手
沉稳大方，面子十足
豪华尊贵，王者无疆
3.0 寸巨型屏幕，高速连拍
高清摄像，急速上网，
双卡双待，超长待机

599元

只付
置
换
价

市场价：1299元

K10 至尊语音王 尼彩 i6

市场价：2880元

99元

只

599元

只付
置
换
价

●3.5寸全触屏
●智能操作系统

●1G+512M超大内存
●支持多种视频格式

●对话式短信聊天
●多款经典游戏

●强大商务功能可储存 3000
电话本
●�短信犹如谈话 沟通更有魅力
●�HOME界面一键返回
●�常用软件智能显示
●�HVGA 高清高亮全视角 IPS
硬屏
●多娱乐功能配置

为彻底杜绝“翻新机”， 尼彩科技特向全民
发起“砸掉旧手机、杜绝翻新机”的倡导活
动。 尼彩科技视活动参与者为‘义士’，特在
工厂店开设置换柜，提供数款畅销机型供参
与者置换，以示表彰，具体如下：

一、凡主动将自己的废旧手机在尼彩工厂店门口当面
砸毁者，如需在置换柜置换新机，均可获得 100—200�元
的现金抵扣或大礼包。（每日每店限 100 名）

二、砸机参与者，无论是否置换新机，均可获得礼品
一份。（共 1000 份送完为止）

三、活动日期：2011 年 11 月 2 日～8 日。
四、详情咨询：0731-82769077�（或见店堂公告）

特此公告！

手机‘砸旧换新’
公 告

0731-82769077
咨询热线: 工厂店欢迎您体验

尼彩所有产品均实行“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保修的售后三包政策

+另送百元大礼包

+另送百元大礼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