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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11”即将到来。瞅准电
商平台的降价好物的同时，也
不要忽略线下很多实体商城的
优惠力度，尤其是花费较高、平
时可以用很久的家电、家具等，

“双11”大促就是买到性价比超
高家电的最好时机。

据了解，西安国美“双 11”
的优惠活动，顾客套购彩电、冰
箱、洗衣机、空调、厨卫、小家电
任意不同品类 3 件以上（含 3
件）满额送 3000 元现金积分，
可用于购买第 4 件商品（全场
任意商品）。此外，购买彩电、

冰箱、洗衣机、空调、烟灶、热水
器、消毒柜、小家电、智能锁、晾
衣架任意不同品类 2 件以上
（含2件），满额送500——1300
元现金积分。并且在活动期间
顾客购物还能抽大奖，只需凭
当日销售小票即可参加购物抽
智能指纹锁、空气净化器、平衡
车等。

除了套购优惠以外，在国
美购单品满额还可获加赠小熊
酸奶机、海尔刀具套装、双立人
炊具、滑板车等好礼。

据了解，国美在 10月底就
提前联合各大品牌厂家，以“国
美小老虎征婚启事”为主题，各
大家电厂家将投入更多资源作
为“陪嫁”，携手“国美小虎”钜
惠全省，让广大消费者享受更
多优惠。

此外，许多特价产品更让
消费者得到更多实惠：海信

LED55 英寸超薄 ULED 超画质
HDR人工智能电视，线上其它
电商平台售价是 7384元，而在
国美只需6999元；西门子10公
斤变频全彩触摸屏滚筒洗衣
机，线上其它电商平台售价是
8999元，在国美只用花 7488元
就能在家等着洗衣机送货上门
……还有更多特惠低价商品也
列在了国美“双 11”的活动中。
同时国美还向消费者作出承
诺：支持消费者全网比价，买贵
就补。

今年“双 11”活动期间，国
美还为消费者作出保证：所售
自营商品保证 100%为正品，
如消费者购买到假货可申请
10倍赔偿；由于国美单方面原
因导致配送安装延误 2 小时
的，消费者可获得国美送货延
迟赔偿。P①

江波

国美“双11”买得更满意

国美销售人员在为消费者讲解产品

11月 7日，由西安市教科所主办
的 2018西安市校本研修培训暨西安
铁一中“名校+”校本研究活动在铁一
中滨河学校开幕。由铁一中“名校+”
联合体带来的 8节精彩观摩课，为西
安市碑林区、灞桥区、临潼区等区域内
学校的老师、教研员带来了一场教学
智慧的火花碰撞。

铁一中校长庆群在致辞时介绍，目
前，以铁一中为核心的“+校”有7所学
校：西安市第十二中学、西安市第二中
学，西安铁一中分校，西安铁一国际合
作学校、西安铁一中滨河学校、西安铁
一中湖滨学校。学校多年来围绕“名
校+”工程率先示范，做了大量“名校+”
工程的具体工作，形成了“共谋发展，共
享提高，教育均衡”的良好发展局面。

据悉，西安市“名校+”校本研究
培训共安排有 14期，主要针对小学、
初、高中3个基础教育阶段，涉及12门
学科。此次铁一中“名校+”联合体主
要是承担高中阶段的课堂交流，交流
的学科为物理、化学、英语和数学四大
学科。活动中，来自西安市教科所的
马宁、刘文震、罗理想、王兰英、董啸五
位专家首先为与会的老师进行了物
理、数学、英语、化学学科新课标的专
题解读。在接下来的观摩课上，铁一
中、铁一滨河、西安市第二中学共 8
位老师分别以丰富的教学经验、精湛
的教学技艺呈现了高水平的示范课，
并进行了现场评课，教研交流。名师
们的精彩展示，教研员们的专业点
评，让与会老师们亲身感受到名师与
课堂的魅力。西安市教科所副所长
贾玲表示，开展“名校+”教育联合体
校本研修培训活动，一方面为推动课
堂教学的优化和教师的专业培养，共
同研究如何提高教学质量，一方面更
是助力西安市“名校+”工程内涵式的
深入推进。 本报记者赵娜

陕西征集
食品地标立项建议

近日，陕西省卫健委发出通知，
将在12月30日前征集2019年度食品
安全地方标准立项建议。

通知指出，食品安全地方标准的
立项范围为没有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的地方特色食品，包括地方特色食品
原料及产品、与地方特色食品配套的
检验方法与规程、与地方特色食品配
套的生产经营过程卫生要求等。不
包括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中通用标准
或食品产品标准等已经涵盖的食品、
检验方法。

省卫计监督中心食品安全科有
关负责人表示，希望有关单位按照
食品安全法第 29 条规定，紧扣地方
特色食品制定地方标准的思路，参
照绞股蓝地标立项的成功经验，为
秦巴山区的特色食品原料闯出一条
路径。最好以市政府名义写出可行
性调研报告，供审评会专家审阅讨
论。然后进一步完善可行性报告，
上报省卫健委、省政府。解决我省
秦巴山区在确保生态环境不受破
坏、南水北调水源涵养地不被工业
污染，确保一江清水送北京，2020年
同步够格奔小康。

本报记者 唐明军

11 月 7 日，“共筑世界品
质”乳业全球合作伙伴论坛在
中国首届国际进口博览会上
召开。

论坛上，呼和浩特市委
副书记、市长冯玉臻表示，伊
利是内蒙古最优秀的乳企，
在国际化的过程中，走出了
一条开创性的道路。在经济
全球化的浪潮中，只有优势
资源共享，创新智慧融合，才
能实现企业、市场、消费者的
共赢共享。

伊利集团执行总裁张剑秋
也在论坛上做了主题演讲。他
表示，只有不断加强全球合作，
才能促进全球经济的持续增
长，才能促进全球乳业的高品
质发展。伊利愿在“共筑世界
品质”的过程中贡献“中国智

慧”。国际乳联、中国乳协、中
国奶协有关负责人对伊利乳业
全球化发展给予充分肯定。

在世界乳业“一体化”背景
下，如何加大全球资源整合力
度，进而推动全球乳品的高质
量发展，成为乳业全产业链伙
伴共同深思的话题。此次论坛
还设置了圆桌讨论环节，伊利
集团副总裁王维主持，与有关
专家就全球乳业合作与科技创
新等议题展开交流。

在本次论坛上，伊利与
SGS、必维、天祥、利乐、康美、杜
邦等 32 家全球知名企业签署
了战略合作协议。

作为论坛的重点环节，
伊利还发布了《母乳研究白
皮书》，揭开了母乳核苷酸的
奥秘。研究发现，核苷酸对

婴儿特别是新生儿生长发
育，免疫功能、肠道成熟、脑
发育等方面都发挥着重要作
用。此次揭开母乳核苷酸等
奥秘的《母乳研究白皮书》将
刷新业界对母乳核苷酸的认

知，是母乳研究的又一重大
发现，这也是伊利整合全球
智力资源所得出的最新成
果，对于改善婴儿配方奶粉
与母乳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本报特派上海记者唐明军

融合全球力量共筑世界品质
乳业全球合作伙伴论坛在进博会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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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用户提供更全面家装体验
大明宫装饰公司总经理牟立谈家装电商模式

目前，网购已成为很多
人的购物方式，对于家居装
饰行业来说，电商平台具有
重大意义。那么，大明宫装
饰公司在电商平台方面是
如何理解和运营的？对此
问题，大明宫装饰公司总经
理牟立给出了答案。

牟立

据牟立介绍，从 2005年开
始，大明宫建材家居网上商城和
大明宫装饰官网就已经上线运

营。线上市场营销、发布广告等
营销投入费用低、效果好。特别
是针对中小企业，成本低就意味

着风险低，成功率高；目前网络
营销还处于初级阶段，但订单的
转换率高，回报率更高。

颠覆传统装修理念 为用户带来全新体验

牟立表示，目前店面40%的
销售额都来自于电商平台。电
商平台通过去中介化、去渠道化
及标准化，优化并整合装修产业

链，颠覆传统装修的用户体验，
让装修变得简单、透明、精致，性
价比更高。简单来说就是将原
来价格不透明、工期冗长、成本

浪费的家装，改变成为可定价、
定期的标准化家装，并通过线上
实现交易和全程监控，线下实现
体验和交付的新型家装模式。

电商平台模式 让装修变得简单透明

牟立进一步介绍，家装是
一件慢速、大额消费品，因此现
场体验是消费者的必要需求。
家装选购品类多、周期长，仅通
过简单搜索，消费者难以高效
地在海量信息中获取有用信
息。因此，一个专业化、个性
化、体验式的信息集成平台有
了极大的存在价值，家装的电

商化显然适合以 O2O 模式展
开，线上的网络过程与线下的
实体过程相互融合，形成消费
者家装的完整体验。

据了解，今年“双11”期间，
大明宫装饰公司推出了全包
598 元/平方米的特惠价，套餐
包含了全房墙顶面乳胶漆、全
房墙地砖、全房木地板、全房厨

卫阳台吊顶、全房墙面拉毛、全
房石膏线、全房踢脚线、全房窗
台石等共计 14大项施工、主材
项目都不限量，真正意义上达
到前期设计方案不变更的情况
下“预算=决算”，满足了所有客
户的基本入住需求，确保施工
过程中不增项。P②

刘姝

O2O模式+598元/平方米套餐省钱更省心

校本研修培训助力
“名校+”工程再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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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11”即将到来。瞅准电
商平台的降价好物的同时，也
不要忽略线下很多实体商城的
优惠力度，尤其是花费较高、平
时可以用很久的家电、家具等，

“双11”大促就是买到性价比超
高家电的最好时机。

据了解，西安国美“双 11”
的优惠活动，顾客套购彩电、冰
箱、洗衣机、空调、厨卫、小家电
任意不同品类 3 件以上（含 3
件）满额送 3000 元现金积分，
可用于购买第 4 件商品（全场
任意商品）。此外，购买彩电、

冰箱、洗衣机、空调、烟灶、热水
器、消毒柜、小家电、智能锁、晾
衣架任意不同品类 2 件以上
（含2件），满额送500——1300
元现金积分。并且在活动期间
顾客购物还能抽大奖，只需凭
当日销售小票即可参加购物抽
智能指纹锁、空气净化器、平衡
车等。

除了套购优惠以外，在国
美购单品满额还可获加赠小熊
酸奶机、海尔刀具套装、双立人
炊具、滑板车等好礼。

据了解，国美在 10月底就
提前联合各大品牌厂家，以“国
美小老虎征婚启事”为主题，各
大家电厂家将投入更多资源作
为“陪嫁”，携手“国美小虎”钜
惠全省，让广大消费者享受更
多优惠。

此外，许多特价产品更让
消费者得到更多实惠：海信

LED55 英寸超薄 ULED 超画质
HDR人工智能电视，线上其它
电商平台售价是 7384元，而在
国美只需6999元；西门子10公
斤变频全彩触摸屏滚筒洗衣
机，线上其它电商平台售价是
8999元，在国美只用花 7488元
就能在家等着洗衣机送货上门
……还有更多特惠低价商品也
列在了国美“双 11”的活动中。
同时国美还向消费者作出承
诺：支持消费者全网比价，买贵
就补。

今年“双 11”活动期间，国
美还为消费者作出保证：所售
自营商品保证 100%为正品，
如消费者购买到假货可申请
10倍赔偿；由于国美单方面原
因导致配送安装延误 2 小时
的，消费者可获得国美送货延
迟赔偿。P①

江波

国美“双11”买得更满意

国美销售人员在为消费者讲解产品

11月 7日，由西安市教科所主办
的 2018西安市校本研修培训暨西安
铁一中“名校+”校本研究活动在铁一
中滨河学校开幕。由铁一中“名校+”
联合体带来的 8节精彩观摩课，为西
安市碑林区、灞桥区、临潼区等区域内
学校的老师、教研员带来了一场教学
智慧的火花碰撞。

铁一中校长庆群在致辞时介绍，目
前，以铁一中为核心的“+校”有7所学
校：西安市第十二中学、西安市第二中
学，西安铁一中分校，西安铁一国际合
作学校、西安铁一中滨河学校、西安铁
一中湖滨学校。学校多年来围绕“名
校+”工程率先示范，做了大量“名校+”
工程的具体工作，形成了“共谋发展，共
享提高，教育均衡”的良好发展局面。

据悉，西安市“名校+”校本研究
培训共安排有 14期，主要针对小学、
初、高中3个基础教育阶段，涉及12门
学科。此次铁一中“名校+”联合体主
要是承担高中阶段的课堂交流，交流
的学科为物理、化学、英语和数学四大
学科。活动中，来自西安市教科所的
马宁、刘文震、罗理想、王兰英、董啸五
位专家首先为与会的老师进行了物
理、数学、英语、化学学科新课标的专
题解读。在接下来的观摩课上，铁一
中、铁一滨河、西安市第二中学共 8
位老师分别以丰富的教学经验、精湛
的教学技艺呈现了高水平的示范课，
并进行了现场评课，教研交流。名师
们的精彩展示，教研员们的专业点
评，让与会老师们亲身感受到名师与
课堂的魅力。西安市教科所副所长
贾玲表示，开展“名校+”教育联合体
校本研修培训活动，一方面为推动课
堂教学的优化和教师的专业培养，共
同研究如何提高教学质量，一方面更
是助力西安市“名校+”工程内涵式的
深入推进。 本报记者赵娜

陕西征集
食品地标立项建议

近日，陕西省卫健委发出通知，
将在12月30日前征集2019年度食品
安全地方标准立项建议。

通知指出，食品安全地方标准的
立项范围为没有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的地方特色食品，包括地方特色食品
原料及产品、与地方特色食品配套的
检验方法与规程、与地方特色食品配
套的生产经营过程卫生要求等。不
包括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中通用标准
或食品产品标准等已经涵盖的食品、
检验方法。

省卫计监督中心食品安全科有
关负责人表示，希望有关单位按照
食品安全法第 29 条规定，紧扣地方
特色食品制定地方标准的思路，参
照绞股蓝地标立项的成功经验，为
秦巴山区的特色食品原料闯出一条
路径。最好以市政府名义写出可行
性调研报告，供审评会专家审阅讨
论。然后进一步完善可行性报告，
上报省卫健委、省政府。解决我省
秦巴山区在确保生态环境不受破
坏、南水北调水源涵养地不被工业
污染，确保一江清水送北京，2020年
同步够格奔小康。

本报记者 唐明军

11 月 7 日，“共筑世界品
质”乳业全球合作伙伴论坛在
中国首届国际进口博览会上
召开。

论坛上，呼和浩特市委
副书记、市长冯玉臻表示，伊
利是内蒙古最优秀的乳企，
在国际化的过程中，走出了
一条开创性的道路。在经济
全球化的浪潮中，只有优势
资源共享，创新智慧融合，才
能实现企业、市场、消费者的
共赢共享。

伊利集团执行总裁张剑秋
也在论坛上做了主题演讲。他
表示，只有不断加强全球合作，
才能促进全球经济的持续增
长，才能促进全球乳业的高品
质发展。伊利愿在“共筑世界
品质”的过程中贡献“中国智

慧”。国际乳联、中国乳协、中
国奶协有关负责人对伊利乳业
全球化发展给予充分肯定。

在世界乳业“一体化”背景
下，如何加大全球资源整合力
度，进而推动全球乳品的高质
量发展，成为乳业全产业链伙
伴共同深思的话题。此次论坛
还设置了圆桌讨论环节，伊利
集团副总裁王维主持，与有关
专家就全球乳业合作与科技创
新等议题展开交流。

在本次论坛上，伊利与
SGS、必维、天祥、利乐、康美、杜
邦等 32 家全球知名企业签署
了战略合作协议。

作为论坛的重点环节，
伊利还发布了《母乳研究白
皮书》，揭开了母乳核苷酸的
奥秘。研究发现，核苷酸对

婴儿特别是新生儿生长发
育，免疫功能、肠道成熟、脑
发育等方面都发挥着重要作
用。此次揭开母乳核苷酸等
奥秘的《母乳研究白皮书》将
刷新业界对母乳核苷酸的认

知，是母乳研究的又一重大
发现，这也是伊利整合全球
智力资源所得出的最新成
果，对于改善婴儿配方奶粉
与母乳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本报特派上海记者唐明军

融合全球力量共筑世界品质
乳业全球合作伙伴论坛在进博会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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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用户提供更全面家装体验
大明宫装饰公司总经理牟立谈家装电商模式

目前，网购已成为很多
人的购物方式，对于家居装
饰行业来说，电商平台具有
重大意义。那么，大明宫装
饰公司在电商平台方面是
如何理解和运营的？对此
问题，大明宫装饰公司总经
理牟立给出了答案。

牟立

据牟立介绍，从 2005年开
始，大明宫建材家居网上商城和
大明宫装饰官网就已经上线运

营。线上市场营销、发布广告等
营销投入费用低、效果好。特别
是针对中小企业，成本低就意味

着风险低，成功率高；目前网络
营销还处于初级阶段，但订单的
转换率高，回报率更高。

颠覆传统装修理念 为用户带来全新体验

牟立表示，目前店面40%的
销售额都来自于电商平台。电
商平台通过去中介化、去渠道化
及标准化，优化并整合装修产业

链，颠覆传统装修的用户体验，
让装修变得简单、透明、精致，性
价比更高。简单来说就是将原
来价格不透明、工期冗长、成本

浪费的家装，改变成为可定价、
定期的标准化家装，并通过线上
实现交易和全程监控，线下实现
体验和交付的新型家装模式。

电商平台模式 让装修变得简单透明

牟立进一步介绍，家装是
一件慢速、大额消费品，因此现
场体验是消费者的必要需求。
家装选购品类多、周期长，仅通
过简单搜索，消费者难以高效
地在海量信息中获取有用信
息。因此，一个专业化、个性
化、体验式的信息集成平台有
了极大的存在价值，家装的电

商化显然适合以 O2O 模式展
开，线上的网络过程与线下的
实体过程相互融合，形成消费
者家装的完整体验。

据了解，今年“双11”期间，
大明宫装饰公司推出了全包
598 元/平方米的特惠价，套餐
包含了全房墙顶面乳胶漆、全
房墙地砖、全房木地板、全房厨

卫阳台吊顶、全房墙面拉毛、全
房石膏线、全房踢脚线、全房窗
台石等共计 14大项施工、主材
项目都不限量，真正意义上达
到前期设计方案不变更的情况
下“预算=决算”，满足了所有客
户的基本入住需求，确保施工
过程中不增项。P②

刘姝

O2O模式+598元/平方米套餐省钱更省心

校本研修培训助力
“名校+”工程再深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