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定期举办商家见面会建议

个个热情洋溢，谈兴十足现场

一起讨论让大家成了朋友缘起

为让众多商家进一步抱团取
经，商家们还提出了四点建议：
一、把QQ群里的商家实行实

名制登记，加强成员的诚信建设。
二、用商家热线平台组建商家

联合体，在联合体里实现客户等资

源共享。
三、定期举办主题性商家见面

会。
四、扩大商家互助范围，除了在

网络上讨论，可组织一些实地查看
活动。

特色商家体验团累累累

2011年8月19日星期五 主编:潘捷编辑:昊泼版式:鲜艳校对:佩诗财经/消费19

移动信箱

●如果您新开一家店，只要特色鲜明，请拨打热线毛遂自荐；
●如果您拥有一家店，不管生意好坏，请拨打热线聊聊经验；
●如果您发现有趣的店，不管名气大小，请拨打热线与大家分享。

商家热线
88271010

欢迎加入

QQ群：144247285

■商家动向

在商家热线QQ群里，众多
商家的热情一直很高，关于经
营，他们每天都有讲不完的话
题：经营困境、新品推广、营业员
故事……在网络里，商家们集思
广益，与大家一起分享身边的故
事。

老孙的铁皮石斛卖不好，大
家纷纷为他支招；毛大伯的500
只本地鸡遇到滞销，商家们帮
他联系买家……在一次次讨论
中，渐渐地，很多人成了朋友。
上周，一商家突然提议：“我

们聊得欢，可都不知道对方的庐

山真面目，不如弄个见面会。”“好
主意啊，马上行动吧”……，这名
商家的提议立刻迎来大家响应，
于是一起决定在温州商报大楼来
场见面会。商家们希望他们不再
拘泥于虚拟的世界，就是在现实
中也能成为朋友。

茶籽油做菜
大妈们都说不错
☉商报记者吕云方

上周六，去尝尝“沈郎乡”
茶籽油的体验团，仿佛成了个
大妈团，11名体验者中有8名
大妈，其中一大妈动员了3位
朋友参加体验活动。
茶籽油有东方橄榄油之

称，这两年，声名鹊起，不过，
大妈们对茶籽油的接受度还
不高，他们都想借体验好好地
了解茶籽油。“我女儿大多食
用橄榄油，听说茶籽油很不
错，正打算去换换口味。”一大
妈表示。
了解茶籽油，仅仅看一

看，闻一闻，这显然是不够的，
此次商家体验团特别安排了
现场烹饪、品尝环节。整个茶
籽油品尝包括直接喝油、凉拌
蔬菜、爆炒蔬菜，让体验者品
尝了茶籽油在三种环境下的
不同味道。

体验者说：

“沈郎乡茶籽油，直接吃，

炒着吃都很香淳。”

“茶籽油质量真的不错，

就是与普通的食用油相比，价

格明显高出很多。”

“沈郎乡茶籽油标注有

机，肉眼还真的很难鉴别有机

还是普通的，到工厂看看就知

道了。”

大绵羊烧烤
出售户外折叠餐桌
江滨中路大绵羊烧烤食品

配送店专卖烧烤工具和烧烤食
品，最近新推出了户外餐桌，可
折叠，方便携带，适合野外烧烤
等户外活动。

铁皮石斛花开始上市
乐清市百草堂枫斗有限

公司温州直销处烘干压制的
铁皮石斛花也开始上市了。
此外，该店打算在中秋期间，
举办为期 3－5 天的优惠活
动。

温钦画廊
出售西方现代油画
联结福家居广场的温钦画

廊在八月份到了新货，主要有西
班牙风格油画，价格在1000元
左右；西方现代油画的价格在
3000元到5000元之间；雅典学
派油画，价格接近8000到9000
元，另外像工笔画价格在几百到
2000元不等。

瑞士天骏可打4.8折
世纪联华南国店一楼名盛

钟表柜台有品牌调整促销活
动，部分品牌手表打4.8折，如
香港 ESPRIT 表，瑞士天骏表
等，促销活动可刷世纪联华超
市卡。

商家热线首场商家见面会举行

众商家抱团取经
在商家热线栏目开办的短短几个月里，有一百多名商家加入了我们的QQ群。为了

更好地帮助商家解决问题，相互取经，我们一起组织的首场商家见面会于周一在本报大
楼举行。现场，素不相识的商家聚在一起，不仅讲述自己小店的故事，还集体倡议：大家
团结起来，进一步抱团取暖，实现商家间的资源共享。 ☉商报记者吕云方

如果你经营一家小

店，如果你对小店经营

有兴趣，欢迎加入商家

热线，请拨打88271010

报名参加，或申请加入

商 家 热 线 QQ群

144247285，申请时请注

明店名和店址。

■商家互助

受场地限制，见面会原本计
划邀请10名商家，最后，有20名
商家来到现场。他们都有自己的
一处生意小商铺，有开服装店的，
有卖3D音箱的，有销售防盗门
的。见面会上，他们个个热情洋

溢，谈兴十足。
虽然他们来自不同行业，但

总能找到很多共同的话题，仿佛
多年未谋面的老朋友似的。见面
会持续了两个多小时，临近尾声，
一些商家意犹未尽，甚至还相约

下次见面。
除了讨论自己的小店，商家

更积极地探讨如何聚集众多商
家的力量，让自己这些势单力
薄的小店能够享受到集体的力
量。

☉见习记者章洁

商报讯 印象中，音响应该称得
上是大件物品了，而外表是一张轻
薄“油画”的平面音响却并不多见。
市区黎明西路的家居礼品市场内新
开的三诺平面艺术音响店，就专门
出售这样的音响产品。
如果不经意间路过，你很可能

把这家店当成油画店，因为店里头
的白色墙壁上悬挂着二十几幅色彩
绚烂的“油画”作品。也许你会产生
疑问，这一家油画店，为何还会挂着
音响的招牌？
据了解，这些看似是一张张又

轻又薄的“油画”，实则是一件件音
响产品，表面的油画是由深圳的达
芬奇画村创作的，并且都是手工绘
制，而在其内部却是一个音响设备，
声音可以直接从画面发出。据了
解，整个平面音响的结构主要分为
三层，最后面的一层是纯木质的后
盖，中间一层是铝蜂窝玻纤夹心板，
配置一幅油画后，在最前的一层架

一个时尚相框，整幅油画的厚度约
为4.2厘米。
“如果放在家里，想把自己的照

片放到这个平面音响的相框中观
赏，也是没问题的。”店长笑着介
绍。而关于价位，记者了解到单幅
的“ 油 画 ”音 响 基 本 在 1000
元-2000元之间，而五幅系列“油
画”音响则在6900元左右。
“传统的音响其正对面的收听

效果是最好的，但是用我们的平面
音响，在侧面听也没问题，因为这个
平面音响可以散布式的发音。”商家
透露，在一定的范围内，平面音响的
声音无远近和左右上的差别，所以
可以坐在任何一个角落试听。
该店的主人是两个热爱音乐的

年轻人，店长陈小姐原先是在银行
工作的，后来实际考察过产品的实
用性后，于是辞掉了银行的工作，和
另一个合伙人在温州市区代理三诺
平面音响。
“我是大约经过三年的市场探

索，对产品进行逐渐了解后，才下定
决心要开这家店。另外，考虑到平
面音响产品在温州市场上还算比较
空白的，所以就在温州设店了。”该
店负责人之一刘先生说。
提及创业梦想，刘先生表示，

“我们让顾客享受到这一款产品所
带来的好处的同时，也能打开我们
这一产品的中高端市场，让它能走
进很多的家庭、酒店、咖啡厅、宾馆、
学校等场所去。”

看上去是油画其实它是音响
黎明西路有家店专卖平面艺术音响

■特色店

●客户139××××6652

问：听说移动推出三款机皇型安
卓智能手机？

答：是的，中国移动与摩托

罗拉、HTC、三星三大手机制造

商推出了MOTO870、HTC天

玺、三星盖世，这三款手机均采

用安卓系统，可以安装超数十万

种应用软件，导航、米聊、微信、

切西瓜、愤怒的小鸟、炒股、微

博、QQ等各式软件。这些机型

均可通过老客户存话费送手机

形式0元购得。
●客户138××××2002

问：最近身边很多人用HTC，我
想了解下这款 HTC 手机的性
能？

答：HTC天玺是首发HTC

Android2.3系统移动TD心机，

采用4.3英寸400×800TFT电容

式触摸屏，保证了HTCSense界

面可以非常流畅地播放，并搭载

了500万像素摄像头和30万像素

的副摄像头，支持GPS内置易路

通专业导航软件、WIFI热点功能

和CMMB手机电视，是娱乐达

人首选。
●客户135××××1122

问：听说MOTO 870是双核手
机，速度非常快？

答：是的，MOTO870是中

国移动首款双核Android2.3智

能手机，可以说是目前速度最快

最强大的CPU。QHD显示屏分

辨率达到540×960像素，16：9的

黄金比例，可全屏播放1080P高

清视频。MOTO870还配备了

800W高清摄相头，双LED补光

灯，功能强大的HTML流量器+

Flash10.2，支持WIFI热点功能和

3D游戏、PC级游戏体验，1880毫

安电池容量能让大家不必担心

手机待机时间问题，是商务人士

首选。
互动邮箱区：

13905770139@139.com

收件人：李玺

像油画的平面音响。

温州数码广场
九周年庆惠全城
本周末，温州数码广场九周

年庆典正式上演，持续近2个月
的大型促销活动也将引爆最后
一轮高潮！
首先，凡光临温州数码广场

的顾客，均可凭现场DM宣传单
或报纸广告领取九周年大礼包1
份，其中前300名顾客将获得特
价产品抢购会的参与资格。届
时，0元U盘、1元键盘、49元车
载MP3、59元无线路由器、799
元数码相机、899元液晶显示器、
999元笔记本电脑等特价产品等
你疯抢。
同时，温州数码广场还准备

了诸多奇招，比如购笔记本电脑
得大礼包（最高价值 500 元），
购数码相机或摄像机得SD卡，
购办公设备、监控器材、电脑耗
材 等 产 品 ，就 有 机 会 赢 取
iPad 2……此外，凡在现场填写
九周年回馈问卷的前100名顾
客，即可得到现金红包1份，而与
温州数码广场同一天生日（8月
20日）的顾客，均可领取米哥蛋
糕券1张。
8月20至21日，温州数码广

场，让我们一齐狂欢！ 小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