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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草展示会”优惠价格
品类 市场价 活动价格
女皮衣 9800 元 980 元
男皮衣 9080 元 1280 元
女皮羽绒长款 16800 元 1680 元
男皮衣黄金貂 33800 元 5800 元
女式拼接貂 43800 元 4380 元
女短款整貂 98000 元 9800 元
女中款整貂 198000 元 13800 元

西海都市报联袂皇家皮草广场年度巨献“皮草展示会”

“所有皮草全部一折吗？ ”“报
纸上刊登的 1680 元的女皮羽绒长
款活动期间货源充足吗？ ”“这么便
宜的皮草展会开展几天？ ”

自报纸刊登了本次皮草展
会将以超低一折工厂价面向消费
者以来， 工作人员已接到数百个
市民打来的咨询热线， 超低的工
厂价位以及不到一万元的一折折
后价位， 深深地引起消费者的强
烈关注。

原价近 10 万元的“女短款整
貂”，现在只要 9800 元 ，花 1 万多
元穿 19 万元级别的顶级皮草；限
量版亮红色女士皮衣， 原价 9800
元不愁卖，现在只要 980 元……这
些价格是不是非常吸引眼球？ 没
错， 这就是明天在五四大街 39 号
青海百货精品店 3 楼皇家皮草广
场揭幕的“皮草展示会”，这样“逆
天价”的产品，只等你来选。 本次活
动持续 3 天，从本周五到周日（1 月
10 日至 1 月 12 日）。

昨天， 笔者提前来到正在筹
备的“皮草展示会”探营。 这里工作
人员正在紧张地整理刚刚运抵西
宁的货物箱，整理货架，贴上最新
的价格标签。 笔者仔细比对了一
下，价格是真便宜，已经便宜到了
让人意想不到的程度：男皮衣黄金
貂原价是 33800 元，活动价是 5800
元； 女绵羊皮上衣， 原价是 16800
元，活动价是 1680 元！ 同样，原价
9080 元的男士皮衣， 活动价只要
1280 元。

“这件女短款整貂上衣最实
惠了，原价接近 10 万元，现在连 1
万元都不到。肯定上架就卖光！ ”导
购员说 ， 这款衣服以前卖到了
98000 元，是今年最时髦的款式，现
在只要 1 折 9800 元，“要不是内部
有规定，我们公司内部员工就能买
光了！ ”胡大姐笑着说。

笔者看了一下， 虽然本次活
动保守的宣传是三分之一价格买
好皮草，其实很多货品的价格做到
了原价的六分之一、 八分之一、甚
至十分之一都不止！ “以前原价卖，
销售都不错。 这次做到了最底价，
相信西宁消费者一定会满意！ ”皇
家皮草广场诸经理有信心地说。

■低价优质皮草 工厂直
供保质又省钱

很多消费者觉得越是价格高
的皮草，品质就越好，这种先入为
主的消费观念正是这些厂商可以
抬高价位的最大理由。 其实，一些
皮草商，其货品价格中，商品本身
所占的比重并不高。 除了房租等成
本，还有很多其他的支出，比如人

工成本等都占
据很大的比例，
这也是为什么
在商场中销售
的皮草，随便挑

一件就动辄好几万元的原因。 而这
些暴利利润只能由消费者来 “埋
单”。

据皇家皮草广场工作人员介
绍，现在的皮草市场上，被消费者
认知的皮草种类大体分为三类：水
貂毛、獭兔毛、狐狸毛。 很多消费者
在挑选好喜欢的皮草款式后，都会
试穿同样款式的皮草反复对比，才
会放心购买。 看过本届皮草展示会

的消费者都能发现，本次展会上的
皮草价位相比商场中销售的皮草
要便宜很多！ 而时尚皮草节上销售
的皮草之所以这样便宜，主要得益
于对流通领域的有效控制。 皇家皮
草广场拥有自主加工工厂，能随时
调控货源，以保证本届皮草展的正
常销售。 避免了多环节经销商不断
提高的加价。 这对消费者而言是真
正物美价廉的实惠型皮草。

■究竟能省多少？ 上千
款皮草比比就知道

“这次活动我们推出大量最低
一折皮草， 这在我市还是罕见的。
或许仅这样形容本届皮草展还不
够，举几款实例，就能一目了然。 ”
诸经理说。

本届皮草展示会上， 皇家皮
草广场不仅以超低价位面向消费
者，还为喜爱皮草的各个年龄段女
士呈现了多种风格的皮草“盛宴”。
据笔者走访发现，同毛料的拼接貂
女士皮草，平常卖 43800 元 ，而在
本次皮草展示会中售 4380 元 ；一
款短款整貂女士皮草 ， 平常卖
98000 元， 而在皮草展示会中同等

毛料的皮草售 9800 元。 这样大的
差价，完全可以多买几件这样品质
不错的皮草了。

■相关链接：
时尚达人探营：
和奢侈品比质量 和网购
比价格

昨天，时尚达人刘女士来到
青海百货精品店 3 楼的皇家皮草
广场探营。 市场价四分之一的价
格买貂皮，是不是句空话？ 通过比
对，刘女士此前在多家皮草卖场记
录的价格，她发现，20 多种产品中，
这次展示会提供的价格都是最低：
有的是市价的五分之一、有的是市
价的四分之一，有的甚至十分之一
都不止。

以最贵和最便宜的产品来举
例说，相信市民更容易理解：最上

等的裘皮短款外套， 应值多少钱？
刘女士了解到，采用美国进口小母
貂做的水貂皮，加上意大利设计师
打版、在款式最新的广州皮草大本
营加工， 把每个环节做到极致，基
本就是最上等产品了。 这样配置的
产品在一般皮草店根本找不到，在
高档百货店的奢侈品柜台， 要卖 7
万元以上，而在皇家皮草广场只要
1 万多元。市场价四分之一，真不是

空话。
“品质高、款式新，上档次，价

格堪比网购！ ”刘女士下结论，从最
贵到最便宜，上千款式上万件皮草
服装，都是高性价比产品。 在此次
展示会上， 数千元可买到高档皮
草，花 1 万元以上可买到“奢侈品
级”的皮草！

■相关链接：
皮草已成时尚流行趋势

原始时期的人类, 以猎得动
物毛皮制成衣服避寒。 今天，皮草
早已不再是人类生存的必需品,但
皮草服装却渐成流行趋势。

所谓皮草服装, 即是利用动
物的皮毛所制成的服装。 由于是用
动物皮毛制成,成本比较高,所以皮
草服装价格相对的偏高。 由于皮草
本身的保暖性能佳,加之近些年的
时尚流行趋势,皮草服饰成为越来
越多人的喜爱之物。

皮草是冬季温暖又漂亮的御
寒好物,毛茸茸的质感与奢华名贵
的风格让女性更显优雅与时尚。

有数据显示,在全球年产 250
万件的皮草中,中国消费了其中的
150 万件,非但如此,国人对皮草的
消费仍处于上升期。

■相关链接：
地处黄金路段 抢购皮草
便利又省时

“知道西海都市报联袂皇家
皮草广场年度巨献的 ‘皮草展示
会’在哪里举行吗？ ”———就在西宁
的黄金地段五四大街，青海百货重
新装修开业升级为精品店，去那里
抢购皮草那是省时又方便。

此次皮草展示会将于明天（1
月 10 日）正式揭幕，位于西宁市五
四大街 39 号青海百货精品店三楼
皇家皮草广场，地理位置可谓得天
独厚，毗邻商业巷、力盟商业街，交
通便利， 乘坐 9 路、13 路、16 路、
24 路、25 路、31 路、37 路、58 路、
82路、85路、104路、108路、303
路等公交车到现代妇科医院下车
向西 100 米。

此外， 青海百货精品店周边
停车也十分便利，十分适合有车一
族在周边购物消费。 活动期间，现
场购买皮草的消费者，均可持发票
在这里免费停车。

日前， 由西海都市报
联袂皇家皮草广场年度巨献
“皮草展示会” 以空前的优
惠力度， 吸引了省城众多消
费者的眼球，“最便宜的一
款都不足千元， 这么便宜的
皮草真是很少见。”“女中款
整貂市场价 198000 元，展会
价格 13800 元， 这优惠力度
很大啊。 展会亮点我也逐条
看了， 感觉质量和售后保障
都不错， 一定要到活动现场
看看……”皇家皮草广场的

导购员一个上午就接到了数百名消费者打来的热线电
话，市民普遍对本次展会的超低工厂价很感兴趣，甚至
有消费者不敢相信这样的价位能否买到真正心仪的皮
草， 专门赶到青海百货精品店 3楼的皇家皮草广场提
前探营。 时尚达人刘女士在逛完皮草广场后说：“今年
过年我再也不用穿那些没有美感的羽绒服了， 现在就
等周五活动开始， 到时候要赶紧出手把我看中的那款
短款貂皮收入囊中。 ”

省钱给力“惠”动全城
皇家皮草明日开抢
■展示会时间：2014年 1月 10日至 12日
■地址：西宁市五四大街 39 号青海百货精品店 3楼皇家皮草广场
■咨询电话：0971-4328296

男式皮羽绒水貂领
原价：13280元
劲爆价：1980元

太 便宜

太 震撼

女式皮羽绒貉子领
原价：13800元
劲爆价：1980元

女式红色貂皮上衣
原价：92800元
劲爆价：23800元

女式白色貂皮上衣
原价：95800元
劲爆价：198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