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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克斯精细化促销
走出空调业低谷

全球空调业正步入发展“谷底” ：运营成
本持续走高、经济环境继续恶化、市场需求
萎靡不振。

“市场等不来，空调业靠天吃饭的时代已
经过去，现在要想寻求突破，必须改变传统的
坐商行为，要通过‘跑’市场来争取。 ”奥克斯
空调国内营销总经理金杰接受媒体采访时透
露。

为掘金乡镇市场，提高市场占有率，强化
经销商信心，奥克斯开始“精细化促销”战略
的变革救市之路。

“奥克斯最可贵的地方是敢‘变’ 。 ” 河
南沁阳的王经理评价说。 今年3月，奥克斯在
全国重点县乡开展 “乡镇联动， 百万让
利———奥克斯空调品质万里行” 大型促销活
动，采取主动出击，限时限价，集中销售的方
式，为奥克斯争取每一个点的销售。

活动现场，李连杰真功夫形象的红色海
报上印有巨幅宣传口号：奥克斯空调品质万
里行，集团领导亲临签名售机，厂家直销，仅
此一天，限时抢购4小时，这不是一场活动，是
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让老百姓都买得起空
调的机会。

“在空调营销上，如果奥克斯是第二，就
没有品牌敢说第一。 ” 王经理说，奥克斯在开
展空调品质万里行活动前，总部和分部领导
特意给各个县级代理商召开多次动员大会，
制定周密部署方案，对进店率、成交率都有
明确规定。

总部领导带队、分部领导执行、地区业
务经理全程巡视，当地电视台都出动全程采
访。

除了渠道转移， 奥克斯还尝试与传统
“坐商” 不同的售卖模式———“跑卖” 。 “奥
克斯的这种尝试是很有规划性的，甚至能精
细到活动每一个点。 ”

与奥克斯空调拥有15年合作的浙江余姚
华联家电负责人说，奥克斯在“精细化促销”
战略实施试点前，曾对全国主要县及其以下
乡镇的近10年空调市场做了广泛调研， 对各
地的消费行为需求等做了分项评估。 为保障
试点成功， 奥克斯制定了活动实施基本策
略，即通过礼品抓用户，通过设点等用户，通
过出门找用户。

用户只需交纳50元空调预订金， 就可以
得到价值50元以上的礼品一份， 如果活动当
天购机，50元订金可抵100元空调货款， 如果
活动当天没有购机，订金全数返还，礼品奉
送。

品质功能都重要

同方十点触控精锐
V45一体机特惠

“幸福的新家要有一台电脑才完整” ，来
自于清华同方的十点触控一体机精锐V45是
目前市场最受欢迎的一体机产品， 也是目前
小两口新居购新机的首选一体机产品。 与其
它触控一体机相比， 同方精锐V45具备顶级
的触控技术，“全三维” 防辐射功能，首次将
触摸式一体机价位拉至4499元的冰点等独到
优势，不得不提的是该机配备了正版windows�
7� Home� Premium版操作系统， 拥有更加
完善的安全稳定特性，凭借以上优势，相信同
方精锐V45-10必将掀起一场触控一体机普
及风暴。

五月天拍冰纯
嘉士伯新广告
近日，五月天为国际啤酒品牌冰纯嘉士

伯拍摄了最新电视广告《管它2012》。 冰纯
嘉士伯此次的广告呈现出一种脱俗的大气，
主旨是让人们不管2012是末日还是什么，重
要的是把“不准不开心”进行到底。

彩电产业全面进入智能时代

“云应用”成深企争夺市场蛋糕利器
风起云涌的彩电产业， 正进入一个全新的

智能电视时代。
这两天， 正在深圳会展中心举行的2012中

国（深圳）消费电子展上，以创维、TCL、康佳为
代表的三大深圳彩电巨头， 全面推出具有云应
用功能的高端电视机， 力争在激烈的彩电市场
上，争夺更大市场份额。

深圳消费电子展， 一直是中国消费电子领
域的风向标，这里展出的产品和技术，代表了一
个时期内的产业方向。

云应用， 正成为深圳彩电产业转型升级的
方向和市场热点。记者在展会上看到，深圳彩电
企业带来了业界瞩目的客厅云生活的体验。 其
中，一直作为彩电行业引领者的创维，推出全球
首款具有健康管理系统的云电视， 在云端实现
全家人的健康管理，开启了电视健康“云应用”
的新篇章。

创维集团彩电事业本部总裁刘棠枝说，
WHO（世界卫生组织）最近公布了一项预测性
调查，预测全世界“亚健康” 人口总比例已占到
75%。

创维与权威医学机构联合开发出家庭健康
计划系统，结合无线传输技术设计，在云电视上
实时测量体重、脂肪、血压等健康指数，通过云
平台对数据进行管理、分析和共享，为家庭成员
量身定制合理的健康计划， 培养家人的健康生
活习惯。

智能电视在去年还是一个概念， 而随着云
计算、云应用的融入，智能电视正成为数字家庭
的主体。

这背后有着政策的支撑。 工信部近期发布
了 《数字电视与数字家庭产业 “十二五” 规
划》，提出到2015年，以数字电视和数字家庭为
主的视听产业销售产值要比2010年翻番，达到2
万亿元。

“规划对电视生产企业是一个政策利好，
将鼓励业内外资本对彩电业持续高投入。 ” 中
国电子视像行业协会秘书长白为民说， 深圳作
为全国彩电生产基地，创维、TCL、康佳等三大

彩电整机厂商正不断引入智能技
术，引领彩电产业转型升级。

根据权威数据调查机构
AVC公布的推总数据显示：2011
年1月至12月， 创维（skyworth）
整体彩电零售量、 创维液晶彩电
零售量和创维偏光式3D彩电零
售量市场占有率均名列第一名，
三项指标分别为15.1%、16.7%和
38.6%。

这是创维继在2010年连续五
年蝉联彩电销售总量和液晶电视
销售额双第一后， 再度夺取销量
冠军，并在3D电视领域以市场占
有率的绝对优势， 稳居行业领军

品牌地位。
另据2011年度中国电子企业品牌价值排行

显示， 创维品牌价值较2010年的223.68亿元增
长58.01亿元， 飙升至281.69亿元， 增长率为
25.9%，荣获“十大品牌价值增长最快品牌” 殊
荣， 连续四年成为彩电业品牌价值增长最快的
企业。

同时， 创维数码旗下之主业公司———深圳
创维-RGB电子有限公司还荣获 “2011年度中
国电子企业平板电视品牌价值第一名” 、 创维
云电视系列荣获“2011年度十大中国电子新产
品”称号。

松下乐丝丽：创新“离心洗”完美洗好衣
人间四月满树花开， 春意盎然的五一小长

假也指日可待。
在这美好的时节里， 洗衣机市场也迎来了

新一轮的销售高峰。 其中，松下“乐丝丽” 系列
波轮洗衣机凭借其独有的“离心洗” 技术脱颖
而出，成为春季市场上的明星产品。

离心洗打造洗涤新净界

“乐丝丽”作为松下年度高端创新产品，搭
载了独创的“离心洗”技术，使它达到崭新的洗
涤境界。

据了解，松下离心力技术，对洗涤方式进行
了革新。 它改变了以往全自动洗衣机以波轮带
动水流的方式， 而是以桶的旋转带动水流不断
循环， 产生的循环水流可使洗涤液对洗涤物进
行反复冲刷与穿透，从而柔和地洗净衣物。

通过搭载创新的离心力技术， 乐丝丽还提
高了洗净力。桶的旋转产生的离心力，可以使洗
衣粉充分溶解， 并迅速地产生丰富的高浓度泡
沫， 防止洗衣粉颗粒溶解不完全， 粘附在衣物
上。

泡沫随着水流的循环充分浸透衣物的织物
纤维，瓦解污渍，使洗衣粉发挥更大的洗净力，
由里而外地洗净衣物。通过深层洗涤，衣物自然
就恢复了神采。

羊毛洗、丝绸洗见证洗涤真功夫

在春季，轻薄的羊绒衫、针织衫、丝绸、蕾丝

等高档衣服也绚丽现身。 但是由于这些衣物被
普通洗衣机洗涤时很容易造成磨损，而“乐丝
丽” 可大幅强化洗衣机的“洗护” 功能，显示出
超强的洗涤功力。

据悉，该洗衣机的内桶与波轮一同旋转时，
衣物在离心力的作用下紧紧贴在内壁上， 避免
与波轮进行直接摩擦。

其“羊毛洗” 程序和“丝绸洗” 程序，更是
实现全程低速脱水，理想地解决了织物、丝绸等

易缩水、易变形、无光泽的
常见问题， 避免了起毛、结
球、磨损的现象，洗涤完成
后， 羊绒衫依然蓬松柔软、
丝绸也是平滑如初。

据了解，“乐丝丽” 不
仅通过了国家“羊毛洗” 认
证，而且成为国内罕有可洗
涤丝绸的洗衣机。

贴心羽绒洗安全更安心

除了洗护功能出众之
外，“乐丝丽”贴心的“羽绒
洗”也非常受欢迎。

据悉，普通洗衣机进水
后羽绒服会漂浮于水面，无
法与波轮接触达到洗净的
效果， 甚至会出现安全问
题。

而松下为了防止羽绒
类衣服卡到平衡环与内桶之间， 造成衣服拉伤
或引起安全事故，特别研制羽绒洗专用洗涤板，
彻底杜绝安全隐患。

同时为了保护羽绒，“乐丝丽” 采用部分行
程离心力技术，可避免羽绒服拉伤，真正让消费
者实现洗衣全自动化，解放双手。

相信，松下“乐丝丽” 创新科技和高端品
质，将会为您打造更美好的生活！

小排量更要大动力 两厢车市T系正当道
“终于等来了福克斯的1.6L小排量车型，但

却没有等来盼望已久的Turbo版。 ”农历新年前
艰难忍住购车计划苦等了新福克斯数月之久的
张先生现在十分纠结。

新福克斯终于来到了中国，1.6L小排量的
出现令众多两厢车迷欢呼雀跃， 但之前呼声极
高的涡轮增压版车型却再次缺席，“这不能不
说令人有些失望。 ”张先生遗憾地说。

眼下，在两厢车市场上，除了“小排量” 惹
人爱之外，油耗经济、动力强劲、加速迅猛等多
个诱人标签加身的“Turbo” 也早已赢得了无数
个像张先生这样的消费者的注目。

业内人士甚至将刚刚过去的2011年称为中
级两厢车的“T系元年” ，而进入2012年，随着对
搭载涡轮增压发动机Turbo车型的用户需求的
持续增加，本就逆势上扬的中级两厢车市中，T
字风潮正劲头十足地大波涌来。

小T大作为
“鱼”和“熊掌”可兼得

农历新年刚过，“油老虎” 就一再抬头。 3月
20日，汽柴油价再次调价，调价后北京93号汽油
正式步入“8元时代” ，达到了令中级两厢车市
最大的消费群体———工薪一族们触目惊心的
8.33元/升。

“上有涨策，下有对策。 ” 正在东风日产某
专营店选购新车的刘先生表示。 他最终选中的
是新TIIDA的Turbo版车型———一辆动感十足
的红色新TIIDA� GTS。 “我对动力要求非常

高，加油提速必须快还要有推背感，同时还得省
油，不然油老虎可消费不起。 这台T版的新TII-
DA正是我想要的。 ”“鱼” 和“熊掌” 真的可以
兼得？Turbo技术，这个可以有。作为低油耗与强
动力二者兼得的完美方案， 涡轮增压的优点是
显而易见的， 它可在不增加发动机排量的基础
上，大幅度提高功率和扭矩。

一台发动机装上涡轮增压器后， 其输出的
最大功率与未装增压器的相比， 可增加大约
40%甚至更多。 一台小排量发动机经增压够，不
仅可以产生与较大排量发动机相同的功率，还
能进一步提高燃油经济性并降低尾气排放。

T趋势汹汹
众厂商竞技小排量涡轮增压市场
一边是永远也停不下上涨脚步的油价，一

边是明确的政策
导向和不断升级
的消费需求，业
内专家指出，未
来， 小排量涡轮
增压已经是大势
所趋。

事实上，近
些年来， 众多的
两厢车厂商正纷
纷推出小排量涡
轮增压车型，抢
占这个来势凶猛

的市场。
作为中级两厢车市场涡轮增压的首个试水

者，大众高尔夫6� 1.4T揭开了中级两厢车Tur-
bo化的序幕， 复合式涡轮增压加上缸内燃油直
喷技术让1.4L的排量即可达到96� kw和220�
N·m，一经推出便备受追捧。

在高尔夫6开辟了中级两厢车 “Turbo” 细
分市场之后， 美系车企迅速跟进， 英朗XT�
1.6T以135� kw和235N?m的发动机数据加入到
Turbo这场割据之争，两厢车市呈现德美T的争
夺战。

目前，除福克斯外，两厢车市四强中的其它
三强———新TIIDA、高尔夫6和英朗XT均已在大
施T计划，相信在未来，随着这股T风潮，更多的
厂商也将陆续推出各自的配T计划，想要“鱼”
与“熊掌”兼得的消费者将会有更多的T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