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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兵倾情代言尼彩手机

买手机最划算，就到尼彩手机工厂店！

专卖店 4000多元的名牌手机

只卖 399 元？
———尼彩手机工厂店称：每部手机只赚 10元！

核心提示：
“你们觉得我能卖多少

钱？ 告诉你我只卖 20 块！ ”11
月 16 日， 在湖南长沙喜来登
大酒店举行的尼彩新闻发布
会上，作为尼彩最新形象大使
的知名笑星大兵，一段开场白
将现场逗得人仰马翻。 大兵

“兜包袱” 说自己在长沙的演
出门票仅为 20 元， 但每场演
出都是人满为患。 而像苹果

“iphone4”一样的尼彩手机只
卖 399 元，却引的全国各地排
队抢购！“我的相声都是自己
创作、自己编导、自己演出，这
好比于尼彩手机工厂店的手
机自产自销，没有代理商和中
间环节，当然性价比高啦！ 所
以我也才敢评价，尼彩手机是
全世界性价比最好的手机！ ”

解答消费者对尼彩手机的种种不惑

尼彩价，就是工厂批发价
如果说，你的手机买贵了！ 你可能无所谓，市

价都差不多，顶多也就差个几十块，咱亏得起，可
如果半价以下就买到了呢？ 哈哈， 你别不服气，
看，这可能是你之前买手机的价格 --

你的手机买贵了？

尼彩手机品牌直营， 这是你现在买尼彩手机
的价格，去掉了层层代理，跟从工厂批发一样！

砍掉中间环节，一款本来要售价达 999 元的尼
彩手机，居然可以卖到 399 元！

尼彩工厂成本价
389元

消费者
399元

热烈祝贺长沙人民东路店、星沙店、郴州宜章县店、梅田镇店近期同步盛大开业！

新闻发布会现场

大兵倾情代言尼彩手机

只卖 399 元？
———尼彩手机工厂店称：每部手机只赚 10元！

◆高速上网，QQ 聊天
◆高清屏显，手机电视
◆语音收发短信，动口不动手
◆超长待机，双卡双待
◆多触控方式：平滑/点触/摇动/语音操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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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9元

只卖

K10语音王
市场价：1299 元
工厂价：

599元

只卖

尼彩 PDA 手机 i6
市场价：2880元
工厂价：

尼彩专业导航手机 G6
市场价：1999 元
工厂价：

899元

只卖

尼彩商务手机 N4
市场价：2799 元
工厂价：

998元

只卖

399元

只卖

尼彩大屏时尚
女性手机 K12
市场价：999元
工厂价：

399元

只卖

尼彩大屏时尚
女性手机 K12
市场价：999元
工厂价：

品种多、
款式新、
价格低、
总有一款
适合您……

�问：尼彩手机为何要开工厂店？
为何要用真机现场体验？

答：中国人都讲究“耳听为虚，眼见为
实”，再说手机不仅销售还牵扯售后，如果
店都没有，谈何售后。 广告做得再好，都是
商家自吹自擂，如果没有真机体验，老百姓
无法检验你的广告和你的产品是否一致。
只有老百姓通过真机看一看、摸一摸、用一
用、比一比，才能作出是否购买尼彩手机的
理性决定。

问： 凭什么尼彩工厂店所有手机
均比同类手机价格便宜得多？

答：首先，工厂店就是以前老百姓所说
的厂价销售，更何况尼彩手机秉承“薄利多
销、只赚 10 块”的经营理念，不仅厂家自产
自销，更是直销 +薄利多销，这样就能够做
到比那些依靠层层代理、 层层分销的手机
要便宜得多。

任何企业都想追求最大利润，为什
么“尼彩”手机只想赚 10块钱？

答：说实话，以前我也想一部手机赚几

百块钱、 几千块钱， 只要不做行业里最
“黑”的一个，应该没问题。

但是，既然公司把“专注做中国性价比
最好的手机”作为唯一的目标，就得立足现
在，放眼未来。手机行业“暴利时代”很快就
会结束。 消费者越来越理性， 尤其是大城
市， 靠手机来炫耀身份或提高身价的现象
已经不多见了。 相反地，追求个性的、时尚
的、实用的、轻巧的、划算的、有亲和力的手
机，逐渐会成为新潮主流。在这样的市场背
景下，“尼彩”提前走了“薄利多销”的路。因
为我们对自己的产品有信心， 对手机市场
有耐心， 对消费者有真心， 所以我们敢走

“每部手机只赚 10 元”的路，也愿意走这样
一条“心里踏实睡得好”的路。

尼彩手机“每部只赚 10 元”的裸价
战略会不会受同行的人排挤， 会不会
被“团购”或“山寨”搅局呢？

答：不希望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手机行
业的“暴利时代”早晚要终结。 由于产品主
体技术一旦成熟，肯定会越来越便宜。 并不
是“尼彩”要断他人财路。 事实上，手机是永

久需求，市场大的无边。 真正的好品牌即使
价高也有自己的用户群。“苹果 iPhone”就
是个很好的例子。 至于“团购”，消费者图的
是省钱。“尼彩”手机一次就让购买者省到
家了，这是连“团购”也无法做到的。“尼彩”
手机，从工厂直接到直营柜台，而且只赚 10
块钱。“团购”价？ 尼彩才是最大的团购，百
万人的“团购”、千万人的“团购”。 “山寨”？
尼彩更不怕。“山寨”的目的也是“借光”赚
钱。 每部手机就赚 10 块钱的买卖，“山寨”
们是不会做的。

尼彩手机目前主推的机型只卖
399 元， 是不是意味着今后尼彩系列
手机都将走“低端低价路线“？

答：纠正一下，尼彩手机走的不是“低
端”。用户把“尼彩 i8+”称为“小苹果”，主要
看中的是外观和手感。 尼彩手机也并非刻
意追求“低价”，而是要做“性价比最好的手
机”。 尼彩手机走的是“守城”定价路线，每
部只赚 10 块。 目前，尼彩手机工厂店除了
399 元的“尼彩 i8+”手机外，还有多款流行
机型，价格均大幅低于市场价。

工厂店欢迎您来体验
0731-82917799��400-677-0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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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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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发银行旁）

长沙地区 朝阳店:朝阳路宏图三胞数码步行街(广发银行旁)���
司门口店：步行街万达广场（一楼扶梯口)��
河西店：河西通程广场(负一楼新一佳超市药店旁)��
人民东路店:大润发超市一楼总服务台对面（一楼扶梯口）
星沙店：汽车站出站口(和顺加油站门面)��
浏阳店：金沙中路 541号(汽车东站,中信银行斜对面)��
大瑶店：大瑶镇瑶发街 168号(豪爵铃木摩托服务站斜对面）
古港店：古港镇车站路 166号千叶书店（永胜购物对面）
望城店:政府广场往北 50米鹰城通讯（星城家具对面）
宁乡店：人民路 7号（汽车老站旁电信营业厅对面）
株洲地区 响石店：株洲市铜锣湾家居广场马路对面
红旗店：株洲市新华路红旗广场（中心汽车站出口处）
合泰店：株洲市合泰大街 34号百家春商场旁（老仁和医院）

渌口店：渌口镇津口东路（瑞和百货斜对面）
攸县店：城关镇大巷路口 9号（建设局右侧）
醴陵店： 解放路湘运汽车站候车室左侧（达意电子商场旁）
湘潭地区 湘潭店：建设北路长途汽车站后门进站口
湘乡店：新湘路家佳源超市门口（原龙城电影院）
湘潭县店：易俗河牛头岭汽车站进口
岳阳地区 岳阳店：五里牌新岳州电脑城东门 168号
平江店：新汽车站出口对面（东升宾馆旁）
荣家湾店：贺坪路职业中专门面
君山店：挂口民心超市入口处
华容店：书院路工商局斜对面
汩罗店：建设西路烟草局正对面
衡阳地区 衡阳店：解放西路大唛 KTV右侧 5号

耒阳店： 金华中路李氏王朝家私对面（与城北中路交汇处）
邵阳地区 邵阳店：宝庆中
娄底地区 娄底店：家润多超市，友谊阿波罗负一楼
郴州地区 郴州店：燕泉路口供销大厦一楼
桂阳店：城南完小对面
宜章店：天桥大市民超市
永州地区 永州店：冷水滩区永泰凤凰路 157号
零陵店：徐家井移动指定专营店
红太阳店：家家乐超市内（红太阳购物广场旁）
新田店：精宝通讯城移动公司对面
江华店：家里福超市内
益阳地区 桃花仑店：桃花仑女人街进门十米
秀峰店：秀峰公园西大门对面（嘉麦迪 KTV旁）

张家界地区
慈利店：零阳大道零阳镇政府旁（嘉麦迪 KTV旁）
苗市店：老二大酒店旁
许家坊店：加油站旁
赵家岗店：三叉路联通营业厅
东岳观乡店：观乡镇中学对面联通营业厅
杨柳铺店：豪爵摩托对面联通营业厅
常德地区
常德店：朗州路 552号（大润发超市旁）
桃源店：桃源汽车总站
怀化地区
怀化店：佳惠超市中心市场店
吉首地区
吉首店：八月楼对面东正街口

网购：www.nicai-phone.com�����
淘宝网：0731nc.taobao.com

工厂店欢迎您来体验
0731-82917799��400-677-0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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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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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发银行旁）

长沙地区
朝阳店:朝阳路宏图三胞数码步行街(广发银行旁)�
司门口店：步行街万达广场（一楼扶梯口)��
河西店：河西通程广场(负一楼新一佳超市药店旁)��
人民东路店:人民路大润发超市一楼扶梯口（总服务台对面）
星沙店：汽车站出站口(和顺加油站门面)��
浏阳店：金沙中路 541号(汽车东站,中信银行斜对面)��
大瑶店：大瑶镇瑶发街 168号
古港店：古港镇车站路 166号千叶书店（永胜购物对面）
望城店:政府广场往北 50米鹰城通讯（星城家具对面）
宁乡店：人民路 7号（汽车老站旁电信营业厅对面）
株洲地区
响石店：株洲市铜锣湾家居广场马路对面
红旗店：株洲市新华路红旗广场（中心汽车站出口处）
合泰店：株洲市合泰大街 34号百家春商场旁（老仁和医院）
渌口店：渌口镇津口东路（瑞和百货斜对面）
攸县店：城关镇大巷路口 9号（建设局右侧）

醴陵店：解放路湘运汽车站候车室左侧
湘潭地区
湘潭店：建设北路长途汽车站后门进站口
湘乡店：新湘路家佳源超市门口（原龙城电影院）
湘潭县店：易俗河牛头岭汽车站进口
岳阳地区
岳阳店：五里牌新岳州电脑城东门 168号
平江店：新汽车站出口对面（东升宾馆旁）
荣家湾店：贺坪路职业中专门面
君山店：挂口民心超市入口处
华容店：书院路工商局斜对面
汩罗店：建设西路烟草局正对面
衡阳地区
衡阳店：解放西路大唛 KTV右侧 5号
耒阳店：金华中路李氏王朝家私对面
邵阳地区
邵阳店：宝庆中路 278号（城南公园斜对面）

娄底地区
娄底店：家润多超市，友谊阿波罗负一楼
郴州地区
郴州店：燕泉路口供销大厦一楼
桂阳店：城南完小对面
宜章店：天桥大市民超市内手机专柜
梅田镇店：农贸市场星星超市手机专柜
永州地区
永州店：冷水滩区永泰凤凰路 157号
零陵店：徐家井移动指定专营店
红太阳店：家家乐超市内（红太阳购物广场旁）
新田店：精宝通讯城移动公司对面
江华店：家里福超市内
益阳地区
桃花仑店：桃花仑女人街进门十米
秀峰店：秀峰公园西大门对面
桃江店：铁通营业厅（体育场右侧）

尼彩 i8+

(豪爵铃木摩托服务站斜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