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东省教育工会委员会 
 

关于组织参加苏宁易购 

“嗨购 11.11 家电消费补贴”活动的通知 
 

 

各市教育工会，各高校工会： 

为贯彻落实国家《关于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促进消费持

续恢复的意见》精神，根据省商务厅、省财政厅、省统计局

《关于促进家电消费若干措施》文件通知，进一步释放消费

潜力，培育消费新业态，推动消费再升级，山东苏宁易购商

贸有限公司在省商务厅、省家电协会指导下在全省开展“嗨

购 11.11，家电消费专项补贴”活动。本次补贴专项落地，

由山东苏宁易购向南京总部申请获批共出资 500万元补贴款，

让每一位有家电需求的教职工真正享受到产品补贴。 

具体事项如下： 

一、活动时间地点 

时间：2022 年 11 月 05 日-11 月 06 日 9:00-22:00。 

地点：苏宁易购各门店（参与门店明细见附件 1）。 

二、补贴范围 

全省教育系统广大教职工及其亲属均可参加。 

三、补贴产品 



本次家电补贴商品数量 16000台（套），涵盖全品类家

电，主要覆盖苹果、华为、荣耀、松下、西门子、美的、小

天鹅、COLMO、格力、海尔、卡萨帝、海信、容声、美菱、

创维、TCL、康佳、索尼、三星、博世、老板、方太等国内

外各大品牌家电产品（部分补贴商品示例见附件 2）.此次活

动价保双十一。 

四、补贴方法 

（一）全场大家电产品（冰箱、洗衣机、空调、彩电、

厨房电器）补贴价均低于互联网官方旗舰店价格，在出厂价

基础上每台补贴 300 至 1500元不等，在最低市场价格基础

上至少补贴 10%。 

（二）手机电脑类产品上美团外卖搜索“苏宁易购”享

满 699-80、满 1999-100、满 3999-220、满 5999-350 专享补

贴，享外卖式即时派送。 

（三）每人限购空调柜机 1 台、挂机 3 台、电视 1 台、

冰箱 1台、洗衣机 1 台、厨房电器 1 套。报名后方可享受该

专项补贴（报名可不购买，不报名无法享受补贴）。 

（四）山东省内免费送货上门，苏宁易购免费寄存 12

个月。 

五、相关要求 

（一）报名方式：（选择其中一种即可） 

1、个人填写报名表（见附件 3），于 11 月 04日 21:00

前发送报名表至邮箱 shandong@suning.com。 



2、扫码报名 

 

 

（二）报名后方可享受该专项补贴，报名后凭邀约短信

或工作证进店购物享受补贴。如本人不能到店的，可委托家

属凭报名者邀约短信截图或工作证件到店选购。 

（三）补贴、报名及售后问题请咨询苏宁易购，联系电

话如下： 

济南：朱炎 17753191929，刘立杰 18653150955；   

济宁/临沂/菏泽/枣庄：王玉琳 19953789008； 

淄博/滨州/东营/德州/聊城/泰安：李树斌 17865182652； 

青岛：于仕千 13853280707 

潍坊：于永亮 18606336797 

日照：贺同超 18865328068 

烟台：王玉莱 18678989668 

威海：葛顺顺 15588979009 

（四）参加活动人员按需购买，不囤货、不倒卖，保持

各系统良好形象。 

5、如因疫情，无法到店购买，可以沟通联系各门店店



长，线上支付。 

六、防疫及安保措施 

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防控

方案》以及公司疫情防控工作实施方案，对进入门店所有人

员发放口罩，出示健康码，核查行程码，出示 48小时内核

酸检测报告，全员测量体温。配备安保人员维护现场秩序，

让进店消费者更放心、安心。 

七、活动责任 

如出现因售后服务不到位、配送不及时等问题全部由山

东苏宁易购商贸有限公司承担。山东苏宁易购商贸有限公司

承诺上述补贴权益真实有效且报名电话信息仅用于电器配

送安装及售后服务。本次优惠活动如遇质量、售后等问题，

可拨打以上门店服务电话，第一时间受理，并跟进解决到位。 

 

附件：1.活动参与门店明细表 

2.部分补贴商品明细表 

3.活动报名表 

 

 

山东省教育工会委员会 

                      2022年 10 月 28 日 

 

 



附件 1： 

 

山东苏宁易购“嗨购 11.11 家电消费补贴” 

活动参与门店明细表 

地市 店面 店长 电话 地址 

济南 泉城路二店 夏征群 18660808152 
历下区泉城路 268 号永安

大厦 

济南 泉城路店 崔  亮 18660100501 
历下区泉城路 322 号惠尔

商厦 1-4F 

济南 高新万达店 张  祥 18615252082 
历下区工业南路 56 号高新

万达苏宁易购 

济南 西市场华联店 许之磊 18253102000 
槐荫区经二路 571 号华联

商厦五楼 

济南 花园路店 王长龙 15269167573 
济南市历城区花园路 200

号 

济南 王舍人店 刘辉平 18660808317 
济南市历城区工业北路 37

号 

济南 鸿腾国际家居广场 朱小芳 13065068570 
历城区鹊华大道与大马桥

路交叉口家居广场 1楼 

济南 黄台家居广场 吕  硕 18653131368 
天桥区黄台家居广场东 1

门旁 

济南 历下大润发店 王德俊 18660808160 
历下区文化西路一号大润

发内苏宁易购 

济南 历城大润发店 李晓春 18615569766 
历城区花园路 99号大润发

内苏宁易购 

济南 市中大润发店 赵象群 15165022999 
市中区二七新村南路 9号

大润发内苏宁易购 

济南 天桥大润发店 许  辉 18560245455 
天桥区堤口路 80号大润发

内苏宁易购 

济南 北园大润发店 张  峰 13964115725 
历城区全福立交桥洗北角

荣盛大润发地下一层 

济南 章丘大润发店 徐少峰 18660808328 
济南市章丘区山泉路大润

发 3楼大润发内苏宁易购 

泰安 泰安财源大街店 张圣智 15866024230 
泰安市泰山区财源大街

150 号 

济宁 生活广场超级店 王壮壮 18653970668 
济宁市太白中路 10 号苏宁

生活广场超级店 

济宁 济宁鱼台店 林  冉 15763771118 
济宁市鱼台县湖陵二路与

鱼新二路交叉口 



地市 店面 店长 电话 地址 

济宁 兖州大润发店 王  芳 13853726085 

济宁兖州区龙桥路与建设

路交叉口西北角大润发 2

楼苏宁易购 

济宁 济宁大润发店 张齐齐 15553639323 
济宁市琵琶山路大润发超

市内苏宁易购 

临沂 临沂人民广场店 谭  龙 18815396919 
临沂市兰山区沂蒙路与红

旗路交汇金鼎国际 1-2楼 

临沂 蒙山大润发店 张  越 19954085556 

临沂市兰山区蒙山大道与

北园路交汇大润发内苏宁

易购 

临沂 红旗大润发店 唐义忠 18660963285 
山东省临沂市兰山区新华

路红旗店大润发 

临沂 北城大润发 高志成 15554971661  
临沂市南坊区北城大润发

超市负一楼苏宁易购 

聊城 聊城大润发店 冯士飞 17563515230 
聊城市东昌府区东昌东路

大润发二楼苏宁易购 

滨州 滨州大润发店 李  明 13275436060 
滨州市滨城区黄河六路渤

海七路大润发三楼 

枣庄 枣庄大润发店 杨  亮 19963208308 
枣庄市中区振兴路 109号

大润发内苏宁易购 

枣庄 滕州大润发店 王  杰 18763282939 

枣庄市滕州市荆河中路大

润发超市内负一层苏宁易

购 

枣庄 滕州真爱广场店 张璐璐 15263262409 滕州市荆河西路 288 号 

菏泽 曹县大润发 刘振云 15053651354  
菏泽市曹县青菏南路大润

发一楼苏宁易购 

菏泽 黄河路大润发 张振敏 15564006899  

菏泽市牡丹区牡丹路与黄

河路交叉路口西南角菏泽

大润发 

青岛 青岛香港中路店 杨晓霞 18669806536 
青岛市市南区香港中路 21

号（名达家乐福内） 

青岛 青岛台东店 李祥艳 18669806511 
青岛市市北区台东一路 80

号 

青岛 青岛威海路店 赵  安 15315506070 青岛市市北区威海路 2号 

青岛 李村苏宁电器广场店 赵  韬 18663998558 
青岛市李沧区京口路

22-42号 

青岛 青岛城阳店 王振楠 18841936801 
青岛市城阳区崇阳路 498

号（喜盈门购物中心 1楼） 

青岛 青岛城阳东方城店 马海英 18661418788 
青岛市城阳区黑龙江中路

2111 号（东方城 2楼） 

青岛 青岛城阳家佳源店 薄  珊 18953297770 
青岛市城阳区正阳中路

136 号（家佳源 2楼） 



地市 店面 店长 电话 地址 

青岛 青岛上马直营店 王志伟 13969888080 
青岛市城阳区上马街道晶

岳广场 2楼 

青岛 青岛香江路店 荆汉起 15092069166 
青岛市黄岛区香江路 88号

（交通局对面） 

青岛 青岛开发区家佳源店 孔祥勇 18561918683 
青岛市黄岛区长江中路

308 号（家佳源 2楼） 

青岛 即墨家佳源购物中心 丁相河 13033386687 
青岛市即墨市鹤山路 999

号（家佳源 2楼） 

青岛 胶州金州店 尹宗花 18663965178 
青岛市胶州市郑州东路 11

号金州贸易大厦 

青岛 平度苏州路店 张鹏汉 18560610663 
青岛市平度市苏州路 2-58

号 

潍坊 潍坊亚星桥店 于吉友 15064664305 
潍坊市潍城区和平路 192

号 

潍坊 潍坊青州泰华城店 孟凡华 18678989659 
青州市范公亭路与昭德路

交汇处 

潍坊 潍坊青州中都广场店 王云飞 15265652491 
潍坊青州市尧王山西路 1

号 

潍坊 潍坊诸城店 王泓淞 15610200536 
潍坊市诸城市主城区和平

街 192 号 

烟台 烟台青年路店 鲁  琦 15688507663 
烟台市芝罘区青年路付 13

号三站汇通广场 C座 

烟台 烟台龙口店 田  毅 18663827998 
烟台市龙口市花木兰街 14

号（博商路北） 

烟台 烟台莱阳友谊大厦店 梁慧玉 18806380689 
烟台市莱阳市旌旗西路

471 号妇幼保健院对面 

烟台 烟台莱山店 王  宁 13964585661 
烟台市莱山区观海路 204

号苏宁易购（好声音楼下） 

日照 日照海曲东路店 刘  栋 15966617766 
日照市东港区海曲东路 35

号大润发一楼东苏宁易购 

日照 日照石臼店 王桂金 18660308988 
日照市东港区黄海一路 44

号 

威海 威海苏宁电器广场店 赵  蕾 15163199271 威海市环翠区和平路 6号 

威海 威海经区时代广场店 洪国梅 13561892882 
威海市经区时代广场负一

楼 

威海 威海高区新天地店 宋亚俊 18963178521 威海市高区新天地 

威海 威海荣成店 王纪平 15564579188 
威海市荣成市沿河北路

395 号 

 

 



附件 2： 

山东苏宁易购“嗨购 11.11 家电消费补贴” 

部分补贴商品明细表 

产品 品牌 产品名称 出厂价 市场价 
专项补

贴价 

电视 海信 
海信彩电 60E3F（60英寸 4K 超高清/悬浮

全面屏/智慧语音） 
2599 2899 1899 

电视 海信 
海信彩电 65E3G（65英寸悬浮全面屏/AI

远场语音/U画质引擎） 
2499 2999 2099 

电视 创维 
创维彩电 75G22（75英寸/无边全面屏 光

学防蓝光护眼 AI人工智能） 
4599 4999 3999 

电视 TCL 
TCL彩电 75P11 （75英寸/魅丽珑超能芯

片/双莱茵认证/双 120Hz/混合调光） 
5499 5999 4999 

电视 海信 
彩电 75A5H（75 英寸/U 画质引擎/六大黑

科技/3+32G 内存/AI远距离语音遥控） 
7499 7999 6499 

电视 康佳 
康佳彩电 98C2 （98英寸/巨幕电视爆款

/120Hz 高刷/4+64GB 大内存/JBL音箱） 
14999 15999 12999 

手机 荣耀 
荣耀 70手机（12GB+256GB/5GIMX800/三主

摄/66W超级快充/骁龙 778G+） 
2599 2999 2349 

平板 华为 
华为平板电脑 MatePad11（8G+128G/WIFI/

鸿蒙系统/办公学习） 
2699 2799 2599 

手机 Apple Apple 手机 iPhone14（256G） 6899 6899 6599 

手机 OPPO 
OPPO折叠屏手机 Find N（自由悬停 120Hz

折叠屏/5G） 
7299 7699 6999 

炒锅  WMF 蓝钻系列 7层耐磨不粘炒锅 30cm 899 1099 299 

吸尘器 戴森 
戴森 V12 吸尘洗地机 (戴森首款洗地机/7

款清洁配件/干湿全能/立体全方位) 
5490 5490 5290 

卷发棒 戴森 
戴森美发造型器 HS01礼盒版（内含 8个造

型配件/干、卷、直 3合 1） 
3990 3490 2690 

吹风机 戴森 
戴森吹风机 HD08（快速干发防飞翘/高速

负离子减少静电毛躁） 
3290 2990 2690 

洗地机 添可 
添可洗地机芙万 3.0LCD（全球首款德国莱

茵双认证/双驱助力深度洁净） 
4990 4490 3990 

扫地 

机器人 
科沃斯 

科沃斯扫地机器人 X1 OMNI（旗舰全能/扫

拖洗烘/9合 1全能基站解放双手） 
5599 4899 4100 

智能门锁 TCL 
TCL指静脉智能门锁 P10（9种开锁方式/10

大黑科技/指静脉识别更安全）   
2690 2990 2199 

冰箱 海尔 
海尔 220 立升风冷三门冰箱（彩晶无霜

/DEO净味保鲜/全温区变温/时尚外观） 
2499 2199 1999 

冰箱 美的 美的 543 立升风冷对开门冰箱（AST+净味 4500 5499 4299 



产品 品牌 产品名称 出厂价 市场价 
专项补

贴价 

抗菌/雷达感温/纤薄机身） 

冰箱 海尔 
全空间保鲜冰箱 BCD-515（冷藏干湿分储/

冷冻智能恒温/EPP除菌/90度开门） 
7199 6799 6399 

洗衣机 海尔 
10 公斤洗烘一体机（智能烘干/蓬松柔软/

微蒸汽空气洗/杀菌除异味/双喷淋） 
3499 3199 2999 

洗衣机 海信 
蒸烫直驱 10KG洗烘一体机(蒸汽速洗/贝

式微蒸烘干/除菌除螨/UV除菌 99% ) 
4699 4199 3699 

洗衣机 海尔 
10KG直驱变频洗烘一体机 HB12236（斐雪

派克直驱电机/蒸汽除菌/双喷淋系统） 
5599 5000 4500 

洗衣机 COLMO 

星辰 10KG洗烘一体机（羊毛绿标认证/冷

水洗/快速净洗/空气洗/银除菌/智能投

放） 

7299 7999 6999 

空调 TCL 

净悦风新国标 1.5P 变频挂机空调（明星单

品/变频新能效/60℃高温制冷/不惧极端

天气） 

2299 1999 1899 

空调 美的 

冷静星一级能效 1.5P变频挂机 PH200（明

星单品/一键防直吹/升级自清洁/30S 快

速制冷） 

3099 2799 2599 

空调 格力 
天丽一级能效 1.5P 变频挂机（明星单品/

高能效/自动清洁/静音循环大风量） 
3399 3099 2899 

空调 美的 
美的智行变频大 2P 圆柱柜机 YA400（WIFI

远程智控/深度自清洁/精准控温） 
4705 4899 3999 

空调 海信 

清氧系列一级能效 1.5P新风挂机 X690（新

风独立开启/安装无需单独开孔/高温自动

清洁） 

3199 3299 2899 

空调 海信 
清氧系列一级能效 3P新风柜机 X690（新

风独立开启/超大新风量/高温自动清洁） 
7499 7999 6799 

空调 海信 大 3匹变频风管机适用一室 45 平内 6199 6999 5999 

空调 美的 
美的梦想家中央空调 5 匹一拖四适用三室

一厅 
30105 30605 29605 

烟灶 老板 

老板烟灶套餐 8351+7B022（21m³/min 大吸

力/双腔双吸/升级免拆洗/聚中劲火

/4.6kW 大火力） 

5580 6580 5380 

洗碗机 方太 
方太嵌入式洗碗机 G1（10套容量/洗碗/

消毒/烘干/除菌/储存五合一） 
5499 5999 4999 

洗碗机 西门子 
西门子洗碗机 SJ558（12套容量/洗涤烘干

存储/中式安装尺寸/晶蕾） 
10599 10999 8899 

热水器 美的 

美的 13升燃气热水器 13HCM（恒温芯/三

大安全防护/自动应对高水压波动/WIFI

远程调控） 

1599 1699 1399 

热水器 海尔 
海尔 60升电热水器 A3S（变频速热/七星

级净水洗/内胆免清洗/镁棒免更换） 
2499 2599 2199 



产品 品牌 产品名称 出厂价 市场价 
专项补

贴价 

热水器 海尔 
海尔 16升燃气热水器 FR6（双增压零冷水

/伺服恒温/密闭稳燃/熄火保护） 
4299 4599 3600 

净水机 美的 

COLMO 净热一体机 RB117（手势控制免解除

取水/6秒一杯水/五重过滤系统/手机 APP

远程控制） 

8599 8999 6999 

清洗 

服务 
洗衣机 

滚筒洗衣机免拆洗服务(专业工程师/专业

设备/快速上门) 
- 128 78 

清洗 

服务 
油烟机 

家用油烟机免拆洗服务(专业工程师/专业

设备/快速上门) 
- 168 128 

清洗 

服务 

地暖 

清洗 

三路地暖清洗(专业暖气管道清洗服务/专

业工程师/专业设备/快速上门) 
- 268 149 

清洗 

服务 

地暖 

清洗 

四路地暖清洗(专业暖气管道清洗服务/专

业工程师/专业设备/快速上门) 
- 328 199 

清洗 

服务 

地暖 

清洗 

五路地暖清洗(专业暖气管道清洗服务/专

业工程师/专业设备/快速上门) 
- 378 249 

 

 

 

 

 

 

 

 

 

 

 

 

 

 

 

 

 



附件 3： 

活动报名统计表 

序号 
单位

名称 
姓名 

电话

号码 

购买商品类别 

A 冰箱 B洗衣机 C空调 D彩电 E 烟

灶 F热水器 G 净水器 H 洗碗机 I 微

蒸烤一体机 J 小家电 K手机电脑  

（填写字母即可） 

城市 

如：济南 
备注 

1             

2             

3       

备注：可使用提供的电子表格（Excel格式）表格进行汇总（或对接联系人获取电子报名表）

于 2022年 11月 04日 21:00之前发送至邮箱 shandong@suning.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