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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彩 i8 自面市以来，便因其时尚的外
型、超强的应用功能引发消费者抢购的热
潮。 笔者从尼彩科技集团了解到，该公司
花费近几个月的时间潜心研发设计，尼彩
i8 的升级版 i8+ 及尼彩家族里的新品 i6、
i9、P1000平板电脑，将在我省正式面市，并
在长沙举办湖南省新品上市体验会。

“尼彩型动电话全线新品，将于 16 日
下周三下午 2:00 在长沙芙蓉路运达喜来登
酒店4楼B厅举行新品体验会。 即刻起凡是通
过电话（0731-82769055/82769077） 报名并
被确认参加体验会的 150名读者， 不但可
以与新机“零距离” 接触， 更将获得价值
100元的购机抵用券及精美礼品。 ”

据悉，此款 i8+ 是在尼彩 i8 的基础上
的全面升级之作。 CPU 由原先的 MRM7.
104M 升级到 MRM9.208M， 机身内存也
扩充到 1GB 加 256MB， 短信及电话本储
存量上升至 1000条，屏幕也改为真纯平触
摸屏。 除了硬件的升级， 软件方面也配有
JAVA 等手机主流操作系统在内的多种应

用软件。值得一提的是，此款尼彩 i8+升级
不加价，售价仍为 399元。

早在今年 3 月 23 日，尼彩手机就曾在
南京举办过消费者免费体验会。 因为尼彩
以工厂店自产自销形式砍去所有中间环
节，只卖 399 元，受到消费者热捧，现场供
体验的 200台样机当场被热情的消费者抢
购一空。 也就是在这次体验会上， 尼彩科
技集团 CEO、传说中的“煤老板”卢洪波面
对全国百余名媒体记者郑重宣告，尼彩公
司只专注做手机，并且提出一条工厂手机
“品牌直营”的新销售模式。

“把手机从工厂直接送到自己的工厂
直营店，把过去层层代理商和流通环节中
增加的销售成本和巨大的利润还给消费
者，终极手机行业的暴利时代。 ”

而自 4 月 10 日， 尼彩首家工厂店在
南京丹凤街开业以来，尼彩工厂店在全国
范围迅速扩张。 目前，尼彩手机在全国工
厂店的数量已经超过千家， 值得一提的
是，尼彩工厂店所到之处，都出现了排队

抢购手机的壮观景象， 使得尼彩一夜成
名，开创了中国手机市场新传奇！ 据尼彩
科技集团 CEO 卢洪波透露， 尼彩手机已
经启动全国“千城万店”工程，计划到年底
全国尼彩工厂店总数超过 1500 家，3 年后
将遍布全国所有县城和重点乡镇，工厂店
总数将达到 10000 家。 尼彩工厂店开得
多、快，不仅方便居民购买，也彰显了尼彩
的雄厚实力。

“从大哥大到洋品牌再到国产手机，这
个行业一直充满暴利，现在该结束了。 ”不
按规则出牌的卢洪波，从煤矿行业杀入手
机行业，看中的是手机行业巨大的市场容
量和消费者“被暴利”的现状。

据了解， 全国每年的手机市场容量高
达 6.5亿部。 但按传统的销售模式，一款手
机从厂家出来，经过全国总代理，省、市总
代理到卖场等五六道经销商体系层层加
价，最终一部手机到达消费者手里零售价
比出厂价翻了三倍。 而尼彩手机工厂店采
取的是“品牌直营”的新销售模式：通过规

模化生产，极限压缩生产成本；通过工厂
店直营，砍掉所有中间环节，极大压缩销
售成本；通过“只赚 10元”薄利多销的经营
理念， 极大的限度让利于消费者。 如此三
管齐下，使得一款手机仅按市场上同类产
品的三分之一多点的价格销售。
“判断一个手机好不好？值不值得买？方

法很简单， 就是一看二摸三功能！ 一看就
是看手机的外形，二摸就是摸一摸手机的
质感，三功能就是亲手体验一下手机的各
种功能！ ”

“要想知道梨子的味道就要亲口尝一
尝。 ”谈及召开此次新品体验会的初衷，卢
洪波表示尼彩手机到底好不好，值不值得
买，这事尼彩自己说了不算，店员说了不
算，广告说了不算，只有消费者自己用了
才能说了算。

这个活动就是想请消费者来现场和尼
彩手机“零距离”接触，看一看，摸一摸、用
一用、比一比。 有意参加本次新品发布会
的读者朋友，可拨打报名电话。

网购：www.nicai-phone.com������淘宝网：http://shop66666685.taobao.com
工厂店欢迎您体验

400-677-0007��0731-82917799 手续费 29元抢购热线: 货到付款

湖南总店：朝阳路宏图三胞数码步行街 1-03 号（广发银行旁）

合作电话：
15200835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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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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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亮北路政府广场迎宾楼北二门鹰城通讯尼彩专柜 /株洲市：尼彩工厂店(响石广场,铜锣湾家居广场马路正对面） /株州 2店：新华路红旗广场（中心
汽车站车辆出口处） /株洲 3店：株洲县渌口镇津口东路（瑞和百货斜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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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北路长途汽车站后门
进站口[幸福湾马路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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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汽车站对面，东升宾馆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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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院路工商局斜对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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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彩语音王 K10

市场价：1600元

●7寸全触屏
●智能操作系统

●支持多种视频格式
●对话式短信聊天

●多款经典游戏
●非常人性化操作界面

●打电话、发信息
●Mp3、验钞灯
●手电筒
●超大字体
●超大声音
●一键紧急报警功能。

●尺寸：102*56*10.9mm；,
●显示屏：3.0 寸,
●1600 万色艳丽度,�
●支持蓝牙,�双卡双待,
●通话时长：8-10 小时,
●待机时间：3-5 天。
●航天专制宇航漆，
三涂三烤合成，送礼首选，
奢华典雅。

●3000mAh�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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乐手机,音质好，
●滑盖型,
●超长待机，双卡双待，
●单通蓝牙、上网，
●可触摸 +按键设置，
●通话时长：6 小时，
●待机时间：3-5 天。

●音乐手机,音质好，
●直板高清晰显示，
●双卡双待
●单通蓝牙、上网，
●调整数据传输与接收，
●待机时间：3-5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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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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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蓝莓互联网手机优势，
●人体工程学全键盘设计，
●高清晰广角宽屏 ，
●双卡双待，
●全面升级版 QQ，
●全键盘类手机价格最低。

●3.5 寸全触屏
●智能操作系统

●支持多种视频格式
●对话式短信聊天

●多款经典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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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机类型：直板（PDA）
※手机尺寸：115.2*59.3*9.80
※芯片平台：MTK6235����
※屏幕尺寸：3.5�HVGA
※TP 类型：电容触摸
※电池容量：850 毫安
※内存：256M+2G�����������
※游戏：支持 JAVA、TOM 猫
※摄像头参数：200 万像素

※手机类型：直板（PDA）
※屏幕尺寸：3.5�HVGA
全触控屏幕
※TP 类型：电阻触摸
※内存：1G+512
※摄像头参数：200 万像素；
※蓝牙 2.0 高速数据传输
※对话式短信聊天
※支持电子书、MP3/AAC
等音乐格式、视频。

尼彩 K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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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

只

999元

只付

尼彩平板电脑 P1000

市场价：3280元

尼彩 E 派 N4

市场价：3200元

元

只

998元

只付

尼彩 E 派 G6

市场价：1999元

元

只

899元

只付

尼彩音乐手机 i520

市场价：1600元

尼彩音乐手机 i530

市场价：1600元

尼彩智能手机 i6

市场价：2880元
尼彩黄金版 i8

市场价：1100元

尼彩 i9

市场价：1280元

尼彩超长待机王 T800

市场价：999元
尼彩七喜 M6

市场价：999元

尼彩七喜 E7

市场价：999元

尼彩 蓝霉上网手机 P8980

市场价：999元
老人手机 GS88

市场价：69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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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量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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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彩 i8+

市场价：99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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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

只

399元

只付

尼彩 i8 全面升级，价格仍为 399 元

尼彩手机新品体验会送 100元购机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