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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 5日，主题为“成长有
你相伴有你”的国美32周年庆
典活动在北京举行。海尔、A.O.
史密斯、欧派家居、华为、格力、
TCL、长虹、海信、索尼（中国）、美
的等全球知名品牌共同见证了
国美32年征程。

32载
见证中国零售业变迁

自 1987年成立以来，国美
32 年的企业发展成功转型为

“家·生活”整体方案提供商，通
过深刻洞察消费者需求，积极与
合作伙伴产生协同效应，以“新
业务、新市场、新技术”的举措，
引领新零售时代的行业变革。

在新业务层面，国美与欧派
家居、志邦家居、金牌厨柜、皮阿
诺、我乐等国内十大知名品牌达成
战略合作，摸索厨柜家电定制化体
验空间；与爱空间、大树装饰、尚品

宅配等品牌展开家装家居业务合
作；国美还推出潮流智能产品的
大力度优惠吸引更多年轻消费群
体；今年，国美还与拼多多、今日
头条、家乐福、联华超市、红星美
凯龙、居然之家达成合作关系。
双方借助各自在品牌、渠道、物
流、服务等方面的优势相互赋能，
快速推动新业务发展，打通传统
电商线上线下壁垒，持续拓展新
零售业态的布局。

万店同庆
携手厂商低价送福利

在庆典当天，国美零售高
级副总裁李俊涛还公布了国美
的钜惠福利政策：与众多优质
品牌厂商联合巨献，严选好货
真低价；家电满千返百；购家电
享焕新补贴，最高补贴 500元；
还可参与国美“万人组团拼底
价”活动。32 周年庆期间，国

美从消费者需求出发，与美的、
卡萨帝、松下、海尔、格力等众
多品牌商家联合推出的多款定
制化产品将以大力度优惠回馈
消费者。

同时，百货商城推出大牌低
价，既有跌破千元的五粮液、百
元尽享的洋河海之蓝，也有双立
人精品厨具满 199减 100，几十
元的原装进口美赞臣奶粉，
OLAY、欧莱雅爆品满 199 减
100，宝洁全系列9.9元起，Bala⁃
bala童装4折，运动品牌耐克、阿
迪达斯爆款全场五折，更有 3.4
折起的彪马、耐克、阿迪达斯的
万人组团拼底价的活动。

活动期间，国美还推出“买
贵赔、晚到赔、假就赔、焕新补
贴”四大特色服务来强化服务
品质，通过与优质品牌商合作
来保障商品品质，让消费者买
得放心。P② 江波

12月 5日，由陕西省文化和旅游
厅、省侨联共同举办的澳大利亚魏基
成慈善列车项目冬衣发放仪式在汉
中市留坝县闸口石村举行。该地贫
困户和 60岁以上老人共 80余人领取
了棉衣。

闸口石村是陕西省文化和旅游厅
的定点扶贫单位，省文化和旅游厅对闸
口石村注入了真心和热情，更是将很多
想法和计划付诸行动，帮助带动当地村
民走出了一条旅游扶贫的新路子。

“省文化和旅游厅对闸口石村的
关怀既有物质方面的，也有精神层面
的，我明显感到，村民的精神面貌发生
了很大变化。”闸口石村村主任周超高
兴地说，作为村上的一员，他自己精神
上也很振奋，工作干劲更足。

据了解，接下来驻村干部将通过
“美丽家园·清洁行动”“免费为村民
拍全家福”“迎新春送对联”等形式多
样的活动，持续为村民干实事多干
事，让村民早日走上脱贫致富之路，
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记者 马秀红

留坝闸口石村
旅游扶贫“有温度”

日前，西安秦岭野生动物园受邀参
加了由中国旅游研究院、景域集团、驴
妈妈在上海共同主办的第三届中国旅
游 IP高峰论坛。并与珠海长隆、上海
迪士尼乐园等景区同时获得景域集团、
驴妈妈“2018年度全国最佳金驴奖”全
国十强。

会议期间，西安秦岭野生动物园总
经理段伟与景域集团副总裁易辉、首席
运营官周雄飞等高管进行了深入的座
谈交流。景域集团高层表示，景域集
团、驴妈妈有意愿在产品规划、营销推
广、产业布局等方面积极参与西旅集团
对秦岭野生动物园的整体规划提升。

段伟表示，通过本次论坛和考察活
动，让他们更为深入地了解了旅游业发
展的新态势、游客需求的新变化、旅游
产品的新模式，同时也让业界对秦岭野
生动物园有了更多认知，拓展了合作发
展空间。未来，在西旅集团的大力支持
下，秦岭野生动物园将在整体规划提升
的基础上，通过动物核心资源的打造，
游览方式的调整，生态环境的提升，配
套服务设施的完善，奠定西野的二次腾
飞。P③ 马秀红

秦岭野生动物园
获全国最佳金驴奖

12月1日，西安美大集团
举办的感恩14年“好灶头‘蒸’
需要”买美大集成灶送优盾空
气净化器活动火热开启。

环保科技 值得拥有

据了解，美大相继开发
集成水槽、净水机和鼎厨
橱柜产品。这些产品，让
绿色环保的科技创新始终

贯穿在厨房的每个角落，
全面打造美大开放式整体
健康厨房。

据西安美大总经理王力
介绍：“目前‘蒸文化’在我们
生活中不可少缺，蒸箱集成
灶，以一抵三：炒、蒸、消毒。
美大产品致力于健康环保技
术研发，带给千万家庭健康整
体厨房！”

感谢有你 答谢新老客户

为答谢消费者十几年如
一日对美大的信任与支持，
本次活动，12 月 1 日至 15
日，美大向 5 年以上老顾客
发出 100 份邀请函；老顾客
转发朋友圈宣传，微信朋友
圈 68 个赞凭邀请函可免费
领取炒锅 1 个；凡是当天到

场老用户凭邀请函或在线预
约信息置换油烟机，最高折
价上千元；新顾客邀约，凭邀
请函购机尊享工厂价，价保
全年，价差双倍补；凭邀请函
定机，前 30 名免费领取 398
元双层大蒸锅等活动。进店
选购，把绿色的、健康的厨房

“搬回家”。P①
刘姝罗雯雯

西安美大集团启动感恩14年活动

本报全媒体2018第14届家
居行业年终评选活动启动已经半
个多月，究竟哪些企业是你心目
中的领军企业？哪些品牌能成为
消费者信赖的品牌？又有哪些人
物是你心目中的行业杰出贡献
者？我们相信，消费者对于家居
行业的进步和期许，才是推动行
业健康发展的基础动力，我们相
信，消费者的评价才是最公正的
评价，那么大家一起来，动动手指
来表达您的观点吧。

盘点行业
打造最具权威的年度榜单

由三秦都市报、三秦网主办
的“2018陕西家居行业风云榜”评
选活动，目前投票环节正在进
行。本次活动联动了陕西省家具
协会、陕西省装饰协会等政府主
管部门，同时还与腾讯家居、搜狐

焦点家居、房天下、新浪家居、
FM106.1西安资讯广播等20家主
流媒体联手互动，支持本次行业
年度评选活动。

针对本次活动，陕西省室内
装饰协会执行会长贺榆霞表示，
此项活动每届都通过对行业的观
察与梳理，系统地盘点、总结、提
炼一年中我省装饰行业的亮点和
趋势，同时打造出最具权威代表
的年度风云榜单。

鲁班装饰集团总经理刘军辉
表示，“品质+服务”是家装企业的
制胜法宝。今年，一些家装企业
在竞争激烈中被淘汰，同时又有
一些新的家装企业涌入，赢得了
市场与消费者的双向认定，本次
评选活动将是对家装行业进行的
一次年终总结。

兰舍硅藻泥西安总经理王力
认为，目前，数百家企业同台竞技，
希望主办方能够秉持公平、公正、
公开的评选要求，带给市场最真
实、最可信的群众声音。

投票热情高涨
行业大咖抢占领先地位

目前，投票活动正在持续升
温中。截至昨日，据投票窗口的
数据统计显示，家居卖场参与企
业 29家，投票 10.8万余票；家装
参与企业 27 家，投票 12.4 万余
票；家居建材单品参与企业 122
家，家具、地板、洁具等7个小分类
共收录总投票40.5万余票。

从投票数据来看，目前家居

卖场排名前三位的分别是大明
宫建材家居·钻石店；大明宫建
材家居·含光路店；大明宫建材
家居·北二环店。家装企业中票
数领先为城市人家装饰，以
12488票独占鳌头。在单品分类
中，欧圣地板、蒙娜丽莎陶瓷、索
菲亚定制家居、福乐家居、慕思
凯奇、多乐士涂料、汉斯格雅等
目前暂时领先。

点赞+吐槽
讲述家居消费故事

读者罗女士打电话给本报，
推荐兰舍硅藻泥墙面材料品牌：

“去年，我购买了兰舍硅藻泥产
品。刚开始不了解这个产品，店
内导购特别耐心地给我讲解，来
来回回沟通了四五次才下单，而
且施工师傅做工细致，干活麻
利，完工后把卫生打扫得很干
净，而且至今墙面也没出现任何
问题，这样的品牌值得推荐。”

同时，在这次评选中，记者
也不断接到消费者投诉一些不
良企业宰客欺诈行为的电话。
一位袁先生表示：“这次评选是
公正的主流媒体评选活动，就
应当将产品出现质量问题的品
牌和企业予以曝光，希望消费
者的投诉，也给其他人提个醒，
购买家居产品一定要擦亮眼
睛，不要买假冒伪劣产品，不要
被不良企业欺哄，不要让更多
人上当受骗。”

本报记者刘姝

国美32周年庆严选“好货”真低价

盘点家居行业 弘扬正能量
2018陕西家居风云榜评选活动全面征集家居行业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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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俊洲在国美成立32周年活
动中阐述国美发展历程

“弘扬工匠精神，用责任和担当扛
起大国顶梁柱的大旗，这是我们新时代
电力人共同的梦想。”伴随着一个又一
个生动感人的故事，倾听着讲述者铿锵
有力发自肺腑的誓言，近期，大唐陕西
发电公司党委组织的“争做大国顶梁
柱”暨大唐精神巡讲圆满落幕。

在巡回宣讲过程中，有表达青年职
工理想的故事《延电八焊苦练本领报党
恩》、有为保电作出贡献的《责任守望
者》、有体现职工创新创效成果展示的
《变浆滑环自动清洗装置》《直角梳齿式
清污抓斗》、有表现电力职工以师徒传
承为内容的情景剧《匠心筑梦》及故事
讲述《故道明珠大唐人》。

整场宣讲紧扣“争做大国顶梁柱”
主题和“务实、奉献、创新、奋进”的大唐
精神，通过职工讲，面向职工讲，讲职工
的故事，进一步激发了广大职工为企业
兴盛、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不懈奋斗的
豪情。聆听着宣讲者充满真情的精彩
讲述，观看着大屏幕上极具冲击力和现
场感的情景视频，观众们沉浸期间，被
深深震撼。P④ 杨娜杨小娟赵洁

大唐陕西公司举办
企业精神巡回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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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从消费者需求出发，与美的、
卡萨帝、松下、海尔、格力等众
多品牌商家联合推出的多款定
制化产品将以大力度优惠回馈
消费者。

同时，百货商城推出大牌低
价，既有跌破千元的五粮液、百
元尽享的洋河海之蓝，也有双立
人精品厨具满 199减 100，几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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驴妈妈“2018年度全国最佳金驴奖”全
国十强。

会议期间，西安秦岭野生动物园总
经理段伟与景域集团副总裁易辉、首席
运营官周雄飞等高管进行了深入的座
谈交流。景域集团高层表示，景域集
团、驴妈妈有意愿在产品规划、营销推
广、产业布局等方面积极参与西旅集团
对秦岭野生动物园的整体规划提升。

段伟表示，通过本次论坛和考察活
动，让他们更为深入地了解了旅游业发
展的新态势、游客需求的新变化、旅游
产品的新模式，同时也让业界对秦岭野
生动物园有了更多认知，拓展了合作发
展空间。未来，在西旅集团的大力支持
下，秦岭野生动物园将在整体规划提升
的基础上，通过动物核心资源的打造，
游览方式的调整，生态环境的提升，配
套服务设施的完善，奠定西野的二次腾
飞。P③ 马秀红

秦岭野生动物园
获全国最佳金驴奖

12月1日，西安美大集团
举办的感恩14年“好灶头‘蒸’
需要”买美大集成灶送优盾空
气净化器活动火热开启。

环保科技 值得拥有

据了解，美大相继开发
集成水槽、净水机和鼎厨
橱柜产品。这些产品，让
绿色环保的科技创新始终

贯穿在厨房的每个角落，
全面打造美大开放式整体
健康厨房。

据西安美大总经理王力
介绍：“目前‘蒸文化’在我们
生活中不可少缺，蒸箱集成
灶，以一抵三：炒、蒸、消毒。
美大产品致力于健康环保技
术研发，带给千万家庭健康整
体厨房！”

感谢有你 答谢新老客户

为答谢消费者十几年如
一日对美大的信任与支持，
本次活动，12 月 1 日至 15
日，美大向 5 年以上老顾客
发出 100 份邀请函；老顾客
转发朋友圈宣传，微信朋友
圈 68 个赞凭邀请函可免费
领取炒锅 1 个；凡是当天到

场老用户凭邀请函或在线预
约信息置换油烟机，最高折
价上千元；新顾客邀约，凭邀
请函购机尊享工厂价，价保
全年，价差双倍补；凭邀请函
定机，前 30 名免费领取 398
元双层大蒸锅等活动。进店
选购，把绿色的、健康的厨房

“搬回家”。P①
刘姝罗雯雯

西安美大集团启动感恩14年活动

本报全媒体2018第14届家
居行业年终评选活动启动已经半
个多月，究竟哪些企业是你心目
中的领军企业？哪些品牌能成为
消费者信赖的品牌？又有哪些人
物是你心目中的行业杰出贡献
者？我们相信，消费者对于家居
行业的进步和期许，才是推动行
业健康发展的基础动力，我们相
信，消费者的评价才是最公正的
评价，那么大家一起来，动动手指
来表达您的观点吧。

盘点行业
打造最具权威的年度榜单

由三秦都市报、三秦网主办
的“2018陕西家居行业风云榜”评
选活动，目前投票环节正在进
行。本次活动联动了陕西省家具
协会、陕西省装饰协会等政府主
管部门，同时还与腾讯家居、搜狐

焦点家居、房天下、新浪家居、
FM106.1西安资讯广播等20家主
流媒体联手互动，支持本次行业
年度评选活动。

针对本次活动，陕西省室内
装饰协会执行会长贺榆霞表示，
此项活动每届都通过对行业的观
察与梳理，系统地盘点、总结、提
炼一年中我省装饰行业的亮点和
趋势，同时打造出最具权威代表
的年度风云榜单。

鲁班装饰集团总经理刘军辉
表示，“品质+服务”是家装企业的
制胜法宝。今年，一些家装企业
在竞争激烈中被淘汰，同时又有
一些新的家装企业涌入，赢得了
市场与消费者的双向认定，本次
评选活动将是对家装行业进行的
一次年终总结。

兰舍硅藻泥西安总经理王力
认为，目前，数百家企业同台竞技，
希望主办方能够秉持公平、公正、
公开的评选要求，带给市场最真
实、最可信的群众声音。

投票热情高涨
行业大咖抢占领先地位

目前，投票活动正在持续升
温中。截至昨日，据投票窗口的
数据统计显示，家居卖场参与企
业 29家，投票 10.8万余票；家装
参与企业 27 家，投票 12.4 万余
票；家居建材单品参与企业 122
家，家具、地板、洁具等7个小分类
共收录总投票40.5万余票。

从投票数据来看，目前家居

卖场排名前三位的分别是大明
宫建材家居·钻石店；大明宫建
材家居·含光路店；大明宫建材
家居·北二环店。家装企业中票
数领先为城市人家装饰，以
12488票独占鳌头。在单品分类
中，欧圣地板、蒙娜丽莎陶瓷、索
菲亚定制家居、福乐家居、慕思
凯奇、多乐士涂料、汉斯格雅等
目前暂时领先。

点赞+吐槽
讲述家居消费故事

读者罗女士打电话给本报，
推荐兰舍硅藻泥墙面材料品牌：

“去年，我购买了兰舍硅藻泥产
品。刚开始不了解这个产品，店
内导购特别耐心地给我讲解，来
来回回沟通了四五次才下单，而
且施工师傅做工细致，干活麻
利，完工后把卫生打扫得很干
净，而且至今墙面也没出现任何
问题，这样的品牌值得推荐。”

同时，在这次评选中，记者
也不断接到消费者投诉一些不
良企业宰客欺诈行为的电话。
一位袁先生表示：“这次评选是
公正的主流媒体评选活动，就
应当将产品出现质量问题的品
牌和企业予以曝光，希望消费
者的投诉，也给其他人提个醒，
购买家居产品一定要擦亮眼
睛，不要买假冒伪劣产品，不要
被不良企业欺哄，不要让更多
人上当受骗。”

本报记者刘姝

国美32周年庆严选“好货”真低价

盘点家居行业 弘扬正能量
2018陕西家居风云榜评选活动全面征集家居行业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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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俊洲在国美成立32周年活
动中阐述国美发展历程

“弘扬工匠精神，用责任和担当扛
起大国顶梁柱的大旗，这是我们新时代
电力人共同的梦想。”伴随着一个又一
个生动感人的故事，倾听着讲述者铿锵
有力发自肺腑的誓言，近期，大唐陕西
发电公司党委组织的“争做大国顶梁
柱”暨大唐精神巡讲圆满落幕。

在巡回宣讲过程中，有表达青年职
工理想的故事《延电八焊苦练本领报党
恩》、有为保电作出贡献的《责任守望
者》、有体现职工创新创效成果展示的
《变浆滑环自动清洗装置》《直角梳齿式
清污抓斗》、有表现电力职工以师徒传
承为内容的情景剧《匠心筑梦》及故事
讲述《故道明珠大唐人》。

整场宣讲紧扣“争做大国顶梁柱”
主题和“务实、奉献、创新、奋进”的大唐
精神，通过职工讲，面向职工讲，讲职工
的故事，进一步激发了广大职工为企业
兴盛、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不懈奋斗的
豪情。聆听着宣讲者充满真情的精彩
讲述，观看着大屏幕上极具冲击力和现
场感的情景视频，观众们沉浸期间，被
深深震撼。P④ 杨娜杨小娟赵洁

大唐陕西公司举办
企业精神巡回演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