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格力空调：8月28日、29日上演

“反季抢格力”活动。23日-27日接受

预订，变频空调预交50抵400，定频

节能空调预交50抵200元。预交认筹

金50元，即获打虎券一张，送精美双

层不锈刚水杯一个。

美的空调：8月28日、29日，美的

空调直流变频柜机价格一步到位，

大2P5280元、大3P6380元。同时可获

保值卡一张， 凭此卡可享受在2010

年10月7日前无条件退还差价的服

务。23日-27日接受预订， 变频空调

指定型号预交40元抵400元。

创维彩电：8月28日上午9：00-11：30，

晚上7：00-9：30， 创维发动47寸硬屏

LED风暴， 全国联动限时抢购5小时。

47寸酷开高清一体机原价9999元，促

销价6999元。 创维最畅销LED背光电

视47寸也首降5000元，42寸LED直降

4000元。

与会嘉宾共同见证美

的变频空调蝉联销量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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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在国家大力倡导

节能减排的背景下，变频空调

以其低碳节能、舒适感强等优

势，逐渐成为很多消费者购买

空调时的首选。

“变频空调在整体市场的

占有率已经接近25%，部分重

点城市已突破30%，并呈现出

快速增长的态势，” 国家信息

中心市场处处长蔡莹在出席

会议时表示，“美的变频空调

以35%的市场份额再次稳居榜

首，带领国产空调品牌在变频

市场份额上形成了彻底压倒

外资品牌的局面。”

对此，中国家电协会秘书

长徐东生也认为，整个空调市

场正在由定频时代走向变频

时代， 作为变频市场的先行

者，美的空调抢占先机赢得主

动，将在整个家用空调市场中

扮演更重要的领导角色。

日前，在北京举行的“中国

创造与全球制造业复苏高端研

讨会”上传出消息，格力正凭借

自主创新的核心技术占领竞争

制高点， 发布了自主研发的三

大核心科技。 中国空调业已走

出依赖国外技术的中低端制造

业发展模式， 逐步成为核心技

术的领跑者。

我国制冷空调行业起步于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 经过半

个多世纪的发展， 我国已成为

全球第二大制冷空调设备的消

费市场和第一大生产国。 但除

了如格力这样的个别企业外，

整个空调制冷行业走的仍是与

我国制造业相同的从技术引进

到仿制的道路。

虽然在生产规模上我国空

调企业已经取得了骄人的成

绩， 但是在核心技术方面至今

没有摆脱“照猫画虎”或“拿来

主义”的圈子。这使我国企业不

仅在综合实力上处于国际分工

的低端， 而且在与发达国家合

作谈判时往往受制于人。

但格力显然给我们展现了

一条不同的道路。据了解，虽然

这家全球最大的空调巨头已经

拥有中国空调领域最多的研发

人员、实验室和专利技术，但其

在研发方面， 仍然继续大量的

投入， 尤其是基础和核心科技

领域。

据格力方面介绍， 在目前

格力销售的产品当中， 已应用

的基础研究成果只有20%，其

他的都还是储备， 该公司相关

负责人表示， 公司将在未来的

产品开发当中， 视需要来应用

这些技术。 目前格力已累积专

利技术2000多项， 其中发明专

利300多项，开发产品品种规格

则超过7000款， 在同行业中远

远领先。不仅如此，其在最近三

年内的科技转化成果越来越

快， 对核心科技的突破也越来

越多。

据统计， 格力电器2009年

的科研投入超过20亿元， 仅最

近3年，自主研发的技术专利多

达1431项，平均每周就有9项新

技术问世， 是我国唯一不依赖

国外技术的空调企业。 格力电

器相继攻克热回收数码多联、

超低温数码多联、 离心式冷水

机等困扰空调业多年的技术难

题， 其中超高效离心式冷水机

组、 低频转矩控制技术等多项

技术均被国家权威部门鉴定为

“国际领先”水平。

据业界权威专家介绍，本

次发布的三大核心科技更是综

合应用了多项自主研发的专利

技术， 一举超越欧美日等国际

竞争对手， 达到全球领先的位

置。正是依靠核心科技，格力的

品牌也在世界范围内越来越

响。不仅先后中标北京奥运会、

印度电信基站、 南非世界杯等

重大国际项目，更是在2009年

金融危机期间出口减少了近35

亿的情况下， 仍然实现了50%

的利润增长率。

怎样才能帮助孩子提高学

习成绩？ 万利达对此进行了全

新的诠释： 只有提高孩子的兴

趣，使孩子想学，愿意学，才能

真正帮助孩子提高学习成绩。

现在市场上众多的学习产品试

图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来帮助

孩子提高成绩， 可大部分孩子

学习成绩不能有效提高的原因

在于学习动力不足。 不从根本

上解决孩子学习兴趣， 最终这

样的产品只能被孩子束之高

阁。

全国电子百强、 销售过百

亿的万利达集团， 凭借的是自

己26年持续发展所积累的雄厚

的产品研发实力。 今天万利达

教育电子以中国教育专家的身

份强势进入市场， 而且带来了

崭新的家庭教育解决方案，以

强大的五大动漫学习法来提升

孩子的学习兴趣， 以优质的资

源、完善的学习管理系统、人性

化的激励系统来提升孩子的综

合能力和学习成绩。 万利达不

仅给教育电子事业带来了全新

的理念和产品， 也给广大经销

商带来了全新的品牌立体经营

模式和巨大的商机。

现今， 万利达强势进入全

国教育电子市场， 重金签约知

名主持人汪涵代言， 全程赞助

金鹰卡通“足球宝贝”栏目，独

家签约香港华纳国际“猫和老

鼠”卡通形象，湖南、江苏、四

川、安徽、山东、辽宁等全国各

大卫视全面投入， 全国今年投

入超过1亿元打造品牌形象，并

以此为基础， 集团全系列产品

陆续强势进入全国市场： 讲课

点读机、电视视频学习机、学生

电脑、电纸书、平板电脑、笔记

本电脑、GPS、手机、DVD、移动

DVD、移动电视、数码相框、电

脑电视一体机、小家电、大型户

外LED广告屏……显示了集团

在中国市场大展拳脚、志在必得

的信心和决心。众多强势产品也

给广大万利达代理商带来了更

多附加值，提供了一个无限发展

的空间。

万利达于今年7月进入湖

南，短短一个月，销售网络在湖

南已全面展开， 省内大部分区

域、各大书店、连锁电器均有专

柜销售。根据湖南省发展规划，

现面向衡阳、 岳阳全地区及省

内部分地区的县城隆重招商。

欢迎有志之士加盟。垂询热线：

0731-84432888

格力三大核心技术领跑中国创造

学习兴趣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万利达教育电子强势进入湖南

经济信息

变频空调“蚕食”定频，秘籍何在

天气凉了

空调销售正热

空调巨头再掀销售“大战”

近日， 一条反季节团购买空

调的信息，再一次引起极大关注，

使得趋于沉寂的空调市场又增添

了几分火药味， 有人惊呼，“空调

巨头们又‘打’起来了。”

很多人都不会忘记四月份的

那场空调大战，厂商的一句“万人

空巷抢空调”，仿佛在一夜之间传

遍星城的大街小巷， 人们倾巢出

动，各大家电卖场、空调专卖店空

调展柜前人气火爆。这些，至今让

很多市民还回味无穷。

另悉，此次空调“大战”，变

频空调将是重点。 格力空调湖

南分公司相关负责人在接受记

者采访时表示， 考虑到很多新

购房人士都在准备装修， 现在

买空调，无论是价格、安装等都

会比较有优势，“我们将会拿出

更多的优惠回报广大消费者。”

而美的空调湖南分公司负责人

也表示， 希望借此掀起一场变

频普及风暴， 让更多的企业把

变频作为自己的主推方向，真

正让中国的空调市场走向变频

时代。

周末空调优惠到底几何？这

是很多消费者关心的问题， 尽管

这一切还是未知数， 但是种种迹

象表明，这个周末买空调，掉“馅

饼”将不是传说！

■记者 戴和清

“美的空调能在这个群雄

逐鹿的时代稳坐市场头把交

椅，得益于四大战略的综合作

用。” 美的制冷家电集团中国

营销总部副总裁王金亮介绍，

“这四大战略具体是指： 以创

新科技为核心，以营销整合为

动力， 以产业布局为前瞻，以

服务升级为保障。”

据悉，在创新核心技术方

面，美的变频空调一直作为行

业标杆， 引领行业的“风向

标”， 不断推动着行业的技术

升级，美的变频空调将正弦波

直流变频推广成为行业基本

技术门槛，而在关键的变频压

缩机方面，美的真正实现了变

频压缩机、电机、整机一体化

匹配。据悉，拥有变频战略供

应链的企业，仅有美的做到行

业的“唯一”与“第一”。

除此之外，2009年年末，

美的还整合空调、冰箱、洗衣机

营销平台， 开始以集团军的方

式征战家电市场， 而在服务升

级方面，从“制热不满意无条件

退货” 到长期推行的变频空调

“十年无条件包修”再到荣获空

调行业三大服务标准首家“优

秀示范单位”，可谓亮点多多。

“美的邯郸工业园、南沙工

业园奠基仪式的完成， 标志着

美的空调全球化产业布局已具

规模。”一位空调行业资深人士

说，“加上广东、安徽、湖北、河

北四大制造基地和以辐射国际

市场为主的顺德和越南、 埃及

等制造基地， 美的将会在变频

市场上越走越好。”

四大战略助美的坐稳变频头把交椅

变频空调整体市场占有率已接近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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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无疑是中国空调业从定频时代向变频时代演

进的重要转折之年。近日，在北京召开的“执掌全球智慧

成就变频王者”美的变频空调2011冷年新品发布会上，国

家信息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2010冷年，美的变频空调销

量突破400万台，市场份额达到35%，蝉联市场销量第一。

■记者 戴和清

实惠就在这里 低价盛惠HIGH翻天

苏宁步行街店3C+旗舰店明

日盛大开业

经过一个多月的精心准备， 苏宁步行街

3C+旗舰店将于明天盛装亮相。新装后的步行

街店在硬件、软件上进一步提档升级。同时，苏

宁精心烹制的开业饕餮大餐也将准时鸣锣开

席，特价、买赠、抽奖等，为星城的消费者带来

一场家电的普惠盛宴。

购物环境全面升级 3C高精尖产品破纪录

据悉，针对本次新装，苏宁耗巨资对步行

街3C+旗舰店的硬件设施进行了全面升级，数

码单反专区、OA系列办公联通电信等区域的

增加使步行街的服务更加完善。而联通、电信

运营商的进驻更使3G生活点亮星城。

单反专区亮相，超全相机产品创纪录。新

装后的苏宁步行街店囊括了目前世界上主流

的在售消费类数码相机系列产品，云集当前全

球主打的单反产品，尼康、佳能、索尼、奥林巴

斯等品牌高中低端产品及相关配件一应俱全。

汇集手机精品，成最新出样中心。新装后

苏宁步行街店出样的智能手机已近百款，黑

莓国内行货8910、8310两款畅销型号、索尼爱

立信最新款Windows�mobile�6.5系统智能

机M1i等均在此店亮相。 三星S8500/I5508、

索爱X10I/X2/U5I、诺基亚C5/C6/X2、MO-

TO�MT810等一批时尚精品也将在此店首次

亮相。

聚集国内外一线品牌， 高中低端产品一

应俱全。 苏宁步行街店拥有二百平方米的电

脑销售区域，索尼、惠普、联想、华硕、东芝、方

正等16个品牌、200台出样悉数亮相。

厂商鼎立支持冲刺开业让利记录 最高

让利额度达70%

为了借步行街店开业之机为星城消费者

带来最有力度的一波让利，苏宁投入巨资做了

万全准备， 各大厂家更是鼎立支持。 空调、冰

洗、彩电、OA办公、生活电器、厨卫、通讯、电

脑、 数码等十大品类的平均价格降幅约为

30%-40%，最高降幅更是达到了惊人的7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