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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假日经济”已经成

为社会消费增长的催发剂，特别
是国庆黄金周期间，人们选择外
出旅游、购物消费，而商家也选择
借这个时机推出全年度优惠幅度
最大、商品种类最全的购物盛宴，
吸引消费。记者了解到，今年以来
全面转型互联网的苏宁云商，苏
宁在近期召开的媒体通报会上宣
布，苏宁线上线下全面启动国庆
促销，通过异业合作、厂商协同、
差异化的营销举措，提供360度全
方位服务保障，打造全年最大规
模购物黄金周。

据悉，今年国庆促销，消费者
逛苏宁不仅可以享受店购网购一
样价格，一样低价，还能享受来就
获得补贴。
双线融合，国庆黄金周O2O大行其

道
跨界融合是今年O2O发展的

最大特色之一。在传统零售商进
军线上的同时，电子商务网站也
在寻求开设一些线下实体店，弥
补线上体系的不足。

今年以来，苏宁加速互联网
转型，全面布局O2O模式，从年初
更名到组织架构调整，从6月8日
双线同价实施到9月12日开放平
台在水立方发布亮相，一系列足
以记入零售业历史的事件见证了
苏宁营销转型变革的魄力。苏宁
今年通过云商战略的转型，双线
同价政策的全面推广，开放平台
的正式上线，全面融合的O2O模
式初见成效，为全面发力国庆市
场打下了坚实基础。

传统零售业发展用户的核心

手段是渠道，得渠道者得天下；互
联网时代竞争的第一要素是入
口，得入口者得天下。苏宁全面转
型互联网，就是要明确争夺入口
的战略方向，占领O2O时代的竞
争制高点。
苏宁新店、新品助力国庆旺销

作为O2O转型后首批真正意
义上的互联网门店：O2O融合购物
模式在店内随处可见，比如消费者
可以在门店体验商品，通过免费
Wi-Fi，用手机、Pad和门店自助终
端，直接在超级店内现场扫描二维
码下单、购买，自由选择货到付款、
分期付款、易付宝等支付方式。还
可以选择直接在超级店苏宁易购
自提点提货，做到把互联网开进实
体店，可以让消费者得到更直观、
更全面的O2O式购物服务体验。

20亿红包全国放送 店购网购一
样低价

双节期间，苏宁全国放送20亿
红包，即日起，消费者至苏宁门店、
乐购仕门店均可领取购物红包。同
时通过多重营销策略与全方位服
务保障，力保双节优惠一步到位。
双节苏宁的营销策略分别针对不
同时间段、不同消费方式的消费者
需求量身定做，从价格、货源、赠品
等方面着手，联合全球百大一线品
牌、5大银行等共同推出。

消费者在苏宁1600多家线下实
体店及乐购仕门店，除了海量主流
型号的惊爆机，购买彩电、空调、冰
洗、厨卫等传统大家电单件商品满
1000元返100元全场通用券；购买电
脑、通讯、数码、OA等3C品类单件
商品满1000元返50元全场通用券。

针对银行卡用户，苏宁联合建
行、工行、中行等五大银行推出“五
大银行卡刷卡三零分期”活动：9月
6日至10月14日，消费者在苏宁购
物单件满1500元刷卡办理12期或
6期分期即可参加“0利息、0首付、
0手续费”活动；

威海苏宁将在9月30日下午
15：30举行全国大型团购夜及会员
冷餐会活动，届时将针对会员让价
到底，对一直支持苏宁的会员们表
示衷心的感谢。这将是一场饕餮盛
宴，现场的气氛将带给您无穷的享
受，时尚的体验。欢迎苏宁会员光
临现场品尝美食，享受音乐。

另外，在十一期间顾客凭购物
发票尾号为“55”及会员卡号为

“55”的，可领取影片兑换券参见会
员观影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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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威海

关注

11110077名名““铁铁人人””相相聚聚威威海海一一决决高高下下
已连续举办四届“铁三”，明年将举行世界长距离铁三锦标赛

本报9月28日讯(见习记者
桑志朋) 28日，2013年“佳华·财
富广场杯”威海国际长距离铁人
三项赛在威海半月湾海水浴场正
式打响，来自国内外长距离铁人
三项高手以及业余铁人三项爱好
者共1107人参加了角逐。今年，
是威海连续第 4 年举办此项赛
事，明年还将举办2014年威海世
界长距离铁人三项锦标赛。

据了解，为期两天的赛事分

为全程分龄组、骑跑两项组、半程
分龄组、体验组、长距离优秀组、
长距离分龄组、长距离接力组和
水陆两项组等项目。其中，长距离
组总距离103公里，游泳3公里，
自行车80公里，跑步20公里；全
程组总距离51 . 5公里，游泳1 . 5
公里，自行车40公里，跑步10公
里，半程组距离则为全程距离的
一半；骑跑两项组总距离 25 公
里，跑步5公里，自行车20公里；

水陆两项组总距离5 . 75公里，游
泳0 . 75公里，跑步5公里。

1107名参赛选手创造了国
内铁三赛事参赛人数新纪录，比
2012年增加了215人。参赛选手
中，有来自中国、澳大利亚、丹麦、
法国、新西兰等13个国家和地区
的26名高水平运动员，将参加长
距离优秀组比赛。千余名国内选
手中，王丹曾作为中国女队优秀
运 动 员 首 次 代 表 中 国 参 加 了

2000年悉尼奥运会铁人三项比
赛，另外还有癌症老人程正刚、独
臂老人白万浬等熟悉的面孔。

而 本 次 赛 道 的 长 度 ，是
2013年国内举办的唯一一场长
距离铁人三项赛事，赛道难度
大、挑战性强。游泳是在大海中
进行，自行车赛道则是在风景优
美、集中了很多弯道和陡坡的海
滨公路，这将会对运动员的意志
品质、耐力和技巧等提出多重考

验，是对融入自然、挑战自我、不
畏万难、勇于担当的“铁人精神”
的最有力的诠释。

大赛组委会负责人介绍，本
次比赛是 2 0 1 3 年全运会结束
后，首次在中国举办的具有世界
影响力的长距离铁人三项赛，威
海已经连续4年举办此项赛事，
本次比赛的举办也将是2014年
威海世界长距离铁人三项锦标
赛的预演。

仨老人从上海出发 骑行9天来观“铁三”

在半月湾“铁三”主会场，三
位老人的助威声吸引了诸多的
目光。

58岁的郭泰峰、68岁的魏国
光和77岁的张凤云倚着自行车，
一边啃着干粮、一边在为运动员
加油。据了解，三位老人均已退
休，一起从上海骑行9天专程赶
到威海，观看本次比赛，为运动
员鼓劲。

据了解，魏国光是自行车

爱好者，从上海骑行到威海是
他多年的愿望，在结识了同样
是自行车爱好者的郭泰峰和张
凤云后，他的计划得到了支持。
听说威海长距离铁人三项赛 9
月 28 日开赛，三人决定骑行到
威海观看比赛。

于是，三人从上海出发。一
路上有小旅馆就入住，没有就只
能露宿，三餐更是没规律，饥一
顿饱一顿，经过九天的长途跋涉

到达了威海。“一路上风景不错，
更是了却了一桩心愿，值了”，魏
国光笑着说。

郭泰峰则把威海当成了自
己的第二故乡，每年5月份左右
来威海，11月份则返回老家哈尔
滨。在他眼里，威海是个养老的
好地方，不仅空气清新，风景优
美，还有热情友好的威海人。“明
年希望报名参加铁人三项赛，过
把瘾。”

13岁选手特批参赛 终获亚军技惊四座

28日上午，在铁三赛男子半
程20至29岁组的选手中，经组委
会特批参赛的13岁张翰霖格外
引人注目，稚气未脱的他从所有
选手中脱颖而出，并以微弱差距
夺得该组别的亚军。

13岁的张翰霖来自吉林长
春，已经是第二次来威海参加铁
人三项赛。25日，张翰霖一家三
口从大连坐船来到威海，不管是

熟悉赛道还是今天的比赛，爸爸
张霄宇一直在儿子身边。

因为张翰霖的年纪太小，今
年参加比赛属于组委会特批。不
过他人小力量大，游泳和自行车
是他的强势。在跑步项目中因为
人矮腿短，最终以落后冠军10米
左右的距离夺取亚军。

赛后，在休息室里，冠军于
子群和张翰霖一起接受医疗队

的放松按摩。28岁的于子群笑谈
自己都快累瘫了，“第二名跟得
太紧了，不拼命甩不开。果然是
长江后浪推前浪，一浪更比一浪
强啊，后生可畏。”

张翰霖说，自己回到长春后
要进行特训，将重点加强对跑步
的训练，2014年还会来威海参
加锦标赛，希望到时候可以夺得
冠军。

140斤的冠军曾是184斤的胖子

28日上午，来自威海市铁三
运动协会的刘广伟以领先第二
名接近4分钟的优势，夺得男子
半程50至59岁组的冠军。夺冠后
心情大好的他表示，曾经是一名
184斤胖子的他经过铁三的强化
训练，现在将体重减到了140斤。

1992 年，刘广伟进行了体
检，结果显示其体重184斤，患有
血压高、血糖高等症状。了解自
己身体状况的刘广伟体检后开

始加强锻炼，逐渐接触游泳、跑
步、自行车等健身项目，本是“旱
鸭子”的他从1998年开始游泳，
15年间从来没间断过，直到2013
年元旦因眼睛原因暂停下水。经
过十几年的锻炼，现在54岁的刘
广伟体重在140斤左右，原本胖
子的痕迹不见了。

“铁三”赛开始前20多天，刘
广伟加强了锻炼，每天跑至少5
公里，游泳3公里，多年的训练积

累和赛前的强化训练，促成了刘
广伟在比赛中一举夺冠。这已是
他第三次参加威海的“铁三”赛，
曾在2010年就获得过标准距离
组第三名，2012年夺得半程距离
组亚军。

如今，这个冠军更是来之不
易。在自行车项目中他因意外受
伤，脚上缝了好几针，受伤后虽
想过放弃，但他还是凭着“铁人”
精神，最终夺得冠军。

铁三

赛场靓影 本报见习记者 桑志朋

▲比赛队伍中年龄较小的运动健儿即将到达赛程终点。
记者 王震 摄

▲运动员在骑行途中和亲朋互动。 记者 王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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