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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逢国庆
0,

周年 ! 中秋双节同
庆" 史上最长的黄金周注定了这个秋
天不会 #冷$" 记者在走访国美% 苏宁
等家电卖场时发现" 空调! 冰箱等产
品的销售场面都是人潮涌动! 异常火
爆& 据了解" 首次联袂参战的美的空
调 '银河$ 系列和美的冰箱 '凡帝罗$

系列" 产品优秀价格实惠" 联合购买
还能享受多重优惠" 已经成了主销机
中的战斗机 " 搅热了整个国庆空调 %

冰箱市场&

变频三分天下 !银河"独领风骚

变频空调本身具有节能% 舒适的
特点" 随着变频空调的产品越来越多"

消费者对变频空调接受度也不断提高"

加上十一黄金周的价格优惠 " 现在

'买变频$ 可谓正当其时& 记者从美的
了解到" 国庆活动期间" 美的空调销
量同比去年增长

.,,1

以上" 其中变频
空调销量占比超过

231

以上" 撑起空
调市场三分天下" 中国将迎来变频空
调市场真正启动的一个拐点&

自
4,,5

年
-

月
.

日" 美的变频空
调银河家族上市以来" 一直都是行业
和消费者关注的热点" 银河家族也不
负众望" 一年时间实现市场份额的三
级跳" 最终成为变频霸主&

4,,-

年
-

月
.

日 " 美的银河家族再添新成员 "

组成豪华舰队助阵国庆市场" 火爆的
场面和有力的数据再次证明了 '银河$

家族的魅力& 目前" 美的变频空调已
成为国内产品线最宽 % 档次最清晰 %

能效和外观最齐全% 型号最完整的直

流变频空调产品群" 全面应用美的东
芝联合研发成果"

4,.,

年变频新品均
可以达到

.,67

低频运行 " 其中最新
产品

8.5+9

的最低运行频率可以达到行
业最低值

:67

& 自
4++5

年
-

月
.

日强
势切入变频市场" 美的变频空调一年
时间实现市场份额的三级跳"

4++-

冷
冻年度以

4;!

左右的市场份额成为销
量冠军" 目前美的空调的直流变频控
制技术% 制造能力和品质水平均已达
到世界顶级水平&

海南美的制冷产品销售公司负责
人表示( 美的银河系列采用的变频技
术是目前国内最先进最成熟的" 产品
品质有保障" 服务周到" 加上国家政
策补贴和十一价格优惠" 国庆期间银
河系列热销也是预料之中)

高端冰箱发力 !凡帝罗"趁胜追击

有数据显示" 国内高端冰箱的增
长率已经远远超过整个冰箱行业的平
均增长水平" 尤其一二级市场的高端
化趋势越来越明显& 国庆黄金周期间
美的系冰箱整体销量同比翻番" 在北
京% 上海% 广州% 深圳% 杭州% 武汉
等全国一二线城市" 凡帝罗系列冰箱
的销量占比全部超过

<31

以上" 部分
卖场销量占比接近

0+1

& 美的负责人
表示( 面对冰箱高端市场的快速增长"

美的冰箱适时推出 '凡帝罗$ 系列冰
箱" 吹响了进军高端冰箱市场的 '号
角$& 据了解" 自今年

:

月美的凡帝罗
冰箱正式上市以来" 整个系列

4+

多款
产品已经全面占据了对开门 % 三门 %

二门等中高端市场的产品需求" 并以
其独具特色的欧式外观 % 简约风格 "

成为高端冰箱消费者的主流选择& 国
庆期间" 美的凡帝罗系列的一款对开
门冰箱在北京地区仅

.=2

日销量就超
过

2,,

多台" 成为国庆期间高端冰箱
市场最耀眼的明星&

事实上" 此次十一黄金周的市场
业绩" 只是美的冰箱发力中高端的一
个阶段性体现" 作为美的冰箱未来市
场竞争的战略型产品" 美的还将持续
加大对凡帝罗系列冰箱的性能升级和
设计优化" 为消费者提供更优质的产
品& 下一步" 美的冰箱凡帝罗系列二
门% 三门的

4,

多款产品" 将全面实现
性能升级" 进一步为消费者提供全方
位% 个性化的高端冰箱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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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路段#和平南路!和平北路!

秀华路!文庄路!义龙西路!龙昆北路"

最差路段#海垦路!海榆中线!兴

丹路!金龙横路"

最好社区#秀海社区 !滨海新村

社区!东湖里社区!桂林社区"

最差社区#爱华社区!书场社区!

仁里社区!山高社区!新东社区!道客

社区!巴伦社区"

最好农贸市场#美兰区振兴农贸

市场!龙华区坡博农贸市场"

最差农贸市场#龙华头铺农贸市

场"

进步最快路段#博巷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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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燕珍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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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盼其他线路

也开通!零点公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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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民盼其他线路也开通午夜车$ 公交公司表示增设新 !零点公交" 受运营成本制约

!

路夜班车大受市民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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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上连撞两车 被拘留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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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视频风靡小学校园$家长忧心呼吁抵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