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微软新任 CEO———Satya Nadella
经 过 几个 月 的 寻

找，微软董事会选择了

一个微软的前工程师来

带领这个公司。Steve
Ballmer 管理微软十多

年，而 Satya Nadella 在

他退休之后接过了 CEO
的 头 衔 。在 此 ，Satya

Nadella 也成为了微软的第三任 CEO。Nadel原
la, 作为一名微软资深的员工，自 1992 年加盟

微软以来，Nadella 一路从 Bing 负责人晋升至

服务器部门领导，乃至于最后成为云部门的管

理者，在过去一个季度该业务取得了快速增长，

收入实现翻番。 他曾担任这个世界上最大的

软件公司的服务器和工具业务群总裁。而这一

块的收入为微软公司的年利润的大头。微软创

始人比尔·盖茨对此表示，在微软转型期，

Nadella 是来带领微软最好的人选。他是一个

久经考验的领导者，拥有着过硬的技术和让人

们团结一致的能力。Nadella 考虑的是如何让

新技术被全世界各地的人们所用，并帮助微软

扩大产品创新，掀开新篇章。Satya Nadella 认

为微软是少数几个彻底改变世界的技术企业之

一，他很荣幸自己能成为这家公司的领导者之

一。他表示未来微软的机会非常巨大，但要抓住

机会就必须有更明确的重点和更迅速的行动。

5. 康卡斯特 450亿美元收购时代华纳有线

有线巨头康卡斯特宣布以股票交易的形式

收购时代华纳有线，股票价值 452 亿美元。合

并之后的公司将会见证康卡斯特年利润达到

870 亿美元。收购完成之后，康卡斯特将成为美

国最大的宽带提供商，而且也会成为中国之外

的全球最大的宽带提供商。这家巨大的公司将

掌控美国的一半的视频、音频与互联网业务。这

两家公司的用户相加，将有 3300万用户。而作

为交易的一部分，康卡斯特将放弃 300 万用

户，综合之后，新公司会有 3100 万的用户。而

这个数字占掉了美国市场份额的 30%。所以，

此前有评论称，有线电视公司的合并，无关电视

本身，实则是为了宽带，是为了能成为深入到千

家万户的最重要的通道（在水与电之外）。

6. 微软发布 Office on iPads
经过数月的慎重考虑，2014 年 3 月，微软

发布了他们万众期待的产品之一—Office for
iPad. CEO Satya Nadella 发布了 Office for
iPad 软件套装。该 iPad 版 Office 套装包括

Word、Excel 和 PowerPoint 三个经过优化的独

立应用，而非整合在一起，除此之外还包含了一

个更新后的 OneNote。此番 Office for iPad 采

用了免费下载的模式，免费用户只能体验包括

免费阅读与文件演示的功能，编写文档功能则

需要付费才能使用，也就是说只有 Office 365
订阅用户能获得包括阅读、编辑等全套功能。11
月，微软又宣布 Office for iPad 将不再需要

Office 365 订阅，免费开放基本操作功能。 对

于花钱订阅 Office 365 的会员来说，仍可以享

受一些限定的高级功能：比如追踪和查看 Word
里进行的修改，定制化 Excel 数据图表等，此外

还能获得额外 1TB 的 OneDrive 存储空间以及

60 分钟全球 Skype 通话时长。 iPad 版 Office
为平板操作体验进行了整体优化，操作简单直

接明了，绝不是 iPhone 版的简单放大或照搬桌

面版。微软的目的是让该版本的 Office 可以有

接近桌面版的体验。 殷四川 钟一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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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春节将到浴 不少读者朋友们咨询如何选购和购买

家电浴 当下袁购买家电的方便性已经不再依靠野凭票购买冶袁也不

复存在为某款家电而凌晨排队在野合作社冶或野供销社冶购买浴 时

下袁购买家电的渠道广泛袁电器专卖店尧电器商场尧综合商场袁以
及流行的电商渠道院京东尧天猫等等浴 本文将从各渠道进行实际

踩点袁希望能供购买家电的亲们参考浴
不论是为了迎接新年，还是准备淘汰家中 34 英寸的索尼彩

电，近段时间很多欲采购家电的亲们可能都被各处广告扰花了

眼！准备已久的购物款早早按捺不住的想到商家账户！确实，在

这个辞旧迎新的时候，确实应该置换购一些新的家电。俗话说的

好：“购买家电那家强？家电购买到....”，各家的广告语，相信大家

都懂的！

说到购买家电的渠道方式，一般来大家知道的可以分为两

类，第一就是实体电器商店，如大型电器市场、各厂家的体验、专

卖店，以及大家都熟悉的连锁经营电器专卖店：苏宁和国美！这

些实体店，产品陈列齐全，当场试用，各个功能和使用环节销售

人员处处讲到，以至于都分辨不出那家的产品“最强”了！虽然把

实体店放作家电购买的渠道之首，但此名词却是因为有了“电

商”后才针对出现的！第二种家电购买渠道就是时下红火的电商

渠道，以京东、天猫等为代表的电商，不仅在春节来临之际广告

宣传漫天，还造就了“双 11”、“双 12”等众多购物狂欢节！在电商

中，还有一种是以实体店为名的电商运行，如国美在线和苏宁易

购等！但要选择这些渠道购买家电，那就得先进行对比一番！

一、实体电器商店选购

很多中老年阶层的消费者，依然热衷于实体家电卖场选购

的形式，在当地的媒体、实体店门口早就有该店的购买优惠活动

等广告！除了大家耳目熟悉的家电卖场：国美电器、苏宁电器等

外，还有各地的厂家体验专卖店，如长虹、海信等厂家都有自己

的专卖店，根据当地的市场情况，每个店铺也都有一定的优惠！

还有就是电子电器专卖市场，如成都的城隍庙电子电器市场等

等！这些实体店，每到节假日，为了促销和吸引顾客，除了能以现

场直观感受操作和试用电器外，也在一定程度上给予优惠！当

然，选择购买家电，也不是所有去实体店的人都会直接下单，而

部分朋友却是先踩点，查看欲购买的电器型号实物，然后再在电

商处进行购买！这与多年前的“JS”与之对应，只不过顾客是上

帝，当然要“货比三家”啦！

去实体店，重要的是买的实在！为了买的实在，就需要注意

以下事项：

1.从促销员处获得选购信息

去卖场购买家电，一定会有品牌促销员为您提供服务，他们

更懂产品的技术及特点，但相对而言，他们都不一定代表技术或

产品的公正，都是经过营销培训，具备完善的话术推广策略！在

购买之前，多听几家促销人员的介绍，把他们各家产品的特征、

优缺点进行仔细对比，并进行产品试用，对各厂家的产品优缺点

进行规避和去掉冗肿的多余功能，再进行选择需要购买的家电

产品。要做到产品信息的广泛了解，实际产品的试用对比，此时

都还不要急着下单！

2.多渠道产品信息获取

如果您已经决定购买哪个型号的商品，还可以先从其他渠

道获取一些产品的信息，以备更加了解这款产品的特点。特别是

某些产品的功能，很多是不实用的，或您不会去用的！如一读者

咨询购买电视的问题，想借春节之际，买一 4K 电视回农村老家，

以孝敬在老家年迈的父母亲！去商店咨询，促销员都介绍的是高

大上的产品，价格昂贵不说，在玲琅满目的品牌和型号下，真难

以选择！根据这位读者的需求，建议他从几方面购买：一是电源

的宽范围；二是由房间的户型决定电视的尺寸，针对老人观看而

言，屏幕大点更好，但不适宜太大，一般选择 37-52 英寸之间较

为合适；三是选择声音质量，特别是音量要稍微大点；四是选择

一款好点的卫星接收机作为配套，图像质量才会得以体现；五是

选择一款操作简单的电视，否则老人对电视的操作就会成为只

看“电视”，不见电视内容！

如果事先对某些功能不做了解，买个促销推荐的高大上 4K
电视回家，老人肯定高兴，但适用性就显得差些，再或许，电视就

成家中摆设，老人们无法操作！这也是有很多读者向我们反馈，

花了很多钱购买的家电，到头来很多功能都没有咋用！

3.多家店货品对比

即使是选定好某型号产品，也可多家商场、实体店进行对

比，也会有很大的差异！如价格差异，礼品赠送差异等等！不要经

受不住促销员的“热情周到服务”，就该到您“出手”的时候了！这

时候，您千万别着急掏钱，有些家电商品是可以砍价的，虽说卖

场实行明码标价，但是为了防止商家之间恶意竞争，很多价格

“底线”您是看不到的！通常价格操作方式有名目折扣价、贴卷

价、样机折扣价等等方式。或许，您的沟通就会获得上述的叠加

折扣价格。

4.验货

不论是小型家电，还是大型家电，验货也非常重要。小型家电一

般是商城当场提货，要注意外观、功能测试等等。大型家电就更需要

注意，虽然付款后可以坐等您的家电送货上门，但商品到家时，记得

让送货人员当场试机，并进行安装调试、功能测试、使用测试，直至

满意！并要检查说明书上的配件，看一看有没有缺失，家电各个部件

有没有损坏，留好产品维修保证书，有备无患！

二、网店电器选购

刚过完网络欢购节，春节前

夕，各大电商又推出了新一轮的

购物狂潮！与“双 11”、“双 12”相
比，电商们只为迎合传统节日，

而相对没有电商自己创建的节

日那么隆重！但相对家电产品来

说，春节是采购的大旺季，电商

们也不会冷落旁观！年轻人们就

喜欢在电商中购买产品，但家电不同衣服等产品，只为了样式而

埋单！

1.选择可靠电商和物流

网购习惯的亲们，经常是对于送货上门的家电不进行仔细

检查就收货，结果

用了一段时间之后

才发现，自己新买

的产品存在着很多

的问题。

实际上，目前

的电商在家电领域

发展也比 较 的 成

熟，主要有京东商城、天猫、库巴购

物网（国美旗下电商网站）、苏宁易

购网等等，这些电商都是直接与各

大家电厂商合作，减少了中间销售

环节，因而产品价格较有优势，而

且，这类型电商都有较成熟的物流

团队，运费问题能很好的解决，送货

速度也能得到保证。

但收货、验货和安装，是网购的

一大弱点！这些送货的仅为送货员，对电器功能使用和操作不一

定熟练，且他们目的是送货，靠的是送货“量”挣钱，这就需要在

网店购买电器时特别注意！

2.不要以价论“货”

在选择网购时，大家虽然想买到物美价廉的产品，但千万不

要以为价格越低越好，要切记一分钱一分货，没有商人会做赔本

的生意。同型号产品，价格低廉只有三种可能：一是电商仅这款

产品促销，厂家让利，但这样在实体店的操作，在网店几乎行不

通，几乎没厂家愿意这么做。二是 C品货，通常商品分几种规格，

A 品为优质产品，一般实体商店的渠道上货为 A 品，B 品货为一

般货品，但无缺陷，可能有污迹、或外壳划伤返修，这种货商场出

货较少，而电商出货相对较多，还有就是 C 品，及内部电路或主

要器件返修过的产品，还有 D 品，返修机或退货机、样机等等经

过处理后的机器。故此，在选择家电时，一定不要仅以“价格”做

参考！否则您拿到手的可能就是 C品或 D品，虽然功能无异，不

影响使用，且一般消费者无法辨识，但在使用中，或某些细节上

总有不如意！

3.货到付款更有保障

现在普遍的网上消费都采用支付宝、财付通等第三方支付

工具，有些或许会选择货到付款。无论是何种支付方式，都一定

要第一时间检查产品是否存在问题，确认无误后才能付款。

货到付款后，应首先检查箱体外观，是否存在碰伤、碰坏。尤

其体积比较大的家电产品，要注意是否存在运输装卸过程中受

力过猛而引起的底部变形。最终确认好商品完好无损后，再签字

确认，与快递送货人员分清责任，保证您的利益不受到侵害！

三、小结

潮流下的电商与传统的实体商场相比，电商价格可以“一键

览天下”，方便价格查询，商品参数对比，但低价格后的不良竞

争，使得很多消费者感受到网购的“不诚信”，还有就是电商的送

货周期相对较长，线上或某店产品单一，不能实际体验等等短

板，在大家电选购方面，或许实体商场更为佳选！当然，如果想购

买一些小电器产品，或商场又没有的新奇商品，选择电商还是很

不错的！ 殷深圳 王川勤

春 节 到：去 那 买 家 电要要要电 商 & 卖 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