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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月 #日开始
实施的新!节能惠民工程"应该是到明年
%月 &'日结束# 业内人士认为$二期!节
能惠民工程"肯定要走完这一年$但目前
不可能加入其他家电产品#至于明年是否
继续展开$要看今年的情况而定#

扩军% 继续还是暂停(!节能补贴"走
到了一个十字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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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产品能够进入补贴与其能效水
平息息相关# 空调%冰箱和洗衣机均已实
行能效等级标准$ 彩电是最后一个#

)*!+,%-.!"'" &平板电视能效限定值及
能效等级'已于 !"'"年 $月 &"日正式发
布$并将于 '!月 '日颁布实施细则#

中国电子商会副秘书长陆刃波指出$

平板电视是价值最高的家电产品之一$在
能效标准实施后$预计主管部门会考虑将
其纳入节能惠民工程中$采用补贴方式普
及节能产品#

记者就此事询问中国家电协会副秘
书长陈钢# 他表示(!当时确实有空调试
点$成功后洗衣机%冰箱%彩电同步进入节

能惠民的计划$ 但目前还没有明确的消
息# 但只要扩军$绝对不可能只有一个品
类$凡是能效考核已经成熟的产品都会同
步进入# "

中国电子视像行业协会冯晓曦主任
和三星电子黑电产品经理元雪雁均对记
者表示$没有听到过彩电何时进入节能补
贴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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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能惠民"是否扩军取决于空调试
点的效果$但多位业内人士均暗示了对空
调试点效果的担心#!节能空调惠民补贴"

是否会因此终止呢(

今年 $月$一期!节能惠民工程"结束
之时$ 发展改革委环资司有关负责人表
示$!节能产品惠民工程" 实施一年来$节
能空调市场份额大幅提高% 均价明显下
降%产业全面转型%节能减排效果明显%群
众得到实惠$预期的五大政策效应已全面
显现$成为国家扩内需和调结构两大宏观
政策的有效结合点#

但进入今年下半年后 !节能惠民工
程"存在的问题开始凸显$国家也因此组

织了几次专项检查# 北京%佛山等地就此
事已经开始调查#北京市发改委已经开始
入户核查购买节能空调的真实性$并已于
今年 /月 0日起对西城区高效节能空调
用户采取入户面访方式$核查购买空调发
票号码%室内机序号等信息$共涉及用户
+%&+个#

中国家电协会秘书长徐东生告诉记
者(!虽然今年的情况不是很好$但这一阶
段)节能惠民工程*肯定要完成$一年之内
不会停止# 但至于明年政策如何制定$还
要看如何纠正存在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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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大家电中$冰箱%洗衣机保有
量巨大# 根据有关方面资料$!""/年我国
冰箱保有量可以达到 !亿台# 在农村市
场$冰箱%洗衣机和彩电更是成为家电产
品的消费主力$!"'"年前三季度销售量稳
居前三$ 占家电下乡产品销售总量的
0+1#

可以说$冰箱%洗衣机拥有进入!节能
惠民工程"的条件和基础$那为什么冰箱
和洗衣机没有进入(又何时才能步空调的

后尘进入!节能惠民工程"呢(

虽然与老标准相比$新能效限定值提
高了 !个等级$冷藏箱%冷冻箱能效限定值
提高了 #个等级$同时新标准中冷藏冷冻
箱能效 #级指标已接近欧盟 234水平$而
欧盟 244标准是国际上公认的最高标准#

但当时冰箱厂商对此反应非常平静$

主要原因是达到 !级能效水平不成问题#

有的厂家甚至表示!旧的能效标准已经不
能用来区别不同品牌产品之间的能效优
劣#

基于此$有消息称$如果想要进入!节
能惠民"$需要为冰箱产品重新设定门槛#

洗衣机的情况与冰箱有些类似$也很
早就实行了能效标准$不同的是洗衣机能
效同时要考核节电%节水%洗净比三个指
标$并且在洗衣机上加贴的能效标识应是
耗电量%耗水量和洗净比三个指标中最低
的指标#

虽然考核的指标多了$但并不意味着
会拉大洗衣机企业之间的差距#山东小鸭
电器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庆亮告诉记者$

至少在山东省内洗衣机基本可以达到 !

级能效以上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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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击主屏幕按钮$ 屏幕底部会显示最
近使用的应用程序$ 手指快速从左向右滑
动$ 轻点纵向方向锁定$ 点击一次将它开
启$再次点击皆可将它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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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567689 打开网页后$ 轻点屏幕底部
的加号 标记$点击!添加至主屏幕"$然后
对页面名称进行修改$点击!添加"即可完
成添加主屏幕快捷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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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567689%:69;%通讯录%以及许多其他
应用程序中$浏览页面至底部时$需要多次
滑动屏幕方可返回页面顶部$操作繁琐$现
可只需轻点屏幕顶部的状态栏$ 页面将自

动跳转至顶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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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存手机屏幕正在显示的内容或画
面$只需同时按住主屏幕键和睡眠键$听到
手机发出!咔嚓"声后即可松开按键$手机
将自动把屏幕画面存入 9<=>?@+相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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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567689网上冲浪时如浏览到精彩图
片需要保存$ 可点按住网页里图像不松$页
面会弹出提示对话框$ 在弹出菜单中点击
!存储图像"选项$手机将把图像保存至相册
中$还可拷贝并粘贴至彩信或电子邮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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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手机上安装输入法较多$ 在手机
上录入文本内容时$可按长按!地球"状的

输入法切换键可直接选所需要输入法$不
用一次一次点按切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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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手机上用键盘输入文本内容时$可
连续轻点两下空格键$9<=>?@ 即可自动输
入句号$简便而快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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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手机上用键盘输入文本内容时$如
果需要输入标点符号或数字$ 可触摸并按
住 $然后滑动到你要输入的标点符号上松
开手指$手机将自动输入相应标点符号$并
且键盘自动返回原输入法键盘#

©�

!

$

"

°±²¯³

在手机上用键盘输入文本内容时$可
按住英文键盘某个字母不放+比如 6%>%@%9

等字母,$键盘上将弹出相似的拉丁文常用
字母等字符$滑动手指至相应拉丁字母$选
择后松开手指$即可录入相应拉丁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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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手机上需要连续输入英文大写字母
时$可双击大小写切换键锁定大写$否则输
入一个字母后自动切换成小写状态$ 锁定
大写后$大小写切换键呈蓝色状态$此时即
可连续录入大写字母$如 ABCD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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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用 9<=>?@ 手机通话时$ 按一下主
屏幕键而通话仍保持不会断线$ 通话界
面缩小在屏幕顶部$ 此时用户在通话过
程中可使用其他手机功能或应用程序$

比如可查看通讯录%查看短信彩信%玩游
戏%上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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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手机处于锁屏状态下$ 如需要打开
9<>E听音乐$ 可双击主屏幕键即可迅速调
出 9<>E控制台$无需解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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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9<>E 应用程序中$ 点击播放列表$

然后点击添加播放列表并为它命名$ 创建
播放列表后$ 可点击任何歌曲或视频添加
至播放列表$ 还可添加单首歌曲% 整个专
辑%或者某个艺术家的全部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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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9<=>?@手机自带计算器时$ 计算功
能界面上没有后退删除键$ 如当输入数字
有误时$ 可在数字栏横向滑动可以删除末
尾一位数字$左右滑动均可#

汉王电纸书 D$#,火星版$方便人们将
成千上万册书籍随身携带$采用饱读不伤眼
的电子墨水显示技术$依托汉王科技领先全
球的手写技术$ 带给人们全新的阅读体验-

是会议培训%出差旅行的超级装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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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王电纸书 D$#,火星版与普通 !电
子书"%电脑%手机的液晶屏截然不同$采用
F.CDG电子墨水屏$显示效果如宣纸$阳光
直射下依然清晰可见$久读不伤眼睛-显示
不耗电$翻页才耗电$充电一次待机 '%天-

字号大小可调节$看书不用放大镜- HH5文
本朗读%:<&功能$ 读书累了听书听音乐-

智能手写$方便做笔记%批注- 手写输入关
键字检索$瞬间找到您想看的好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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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王电纸书 D$',火星版随机预装数
千册正版图书$还能随时从电脑和网上补
充更新-网上汉王书城已拥有正版书籍超
十万册$报纸近百种# 电纸书 D$',$内置
ICJC模块$ 随时登录汉王书城阅读资讯
与下载图书报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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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单位开会$选择汉王电纸书 D$',

火星版作为会议用品$彻底解决会议资料
多%浪费大%又不能重复使用的难题- 企业
单位将所有的培训教材%宣传文件%会议
资料电子版装在电纸书中$内部发行或赠
送客户$节省了大量的购书费%纸张费%油
墨费K 深受会议礼品采购者青睐#

汉王能为客户提供定制服务$如在书
封皮套印上企业 L>M>$在开机画面上添加
祝福用语$客户一看电纸书就想起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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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gù 变频和节能是今年空调的关
键词$消费者在购买空调时往往对能效高
的定频空调和变频空调青睐有加#美国苹
果公司用超高水准的工业设计水平创造
了!苹果"这个品牌#而格力用精湛的工业
设计水平创造出的 N系列空调可谓之是
空调业内的!苹果"# 现在$兼具高性能和
唯美感的格力 !超薄"N系列空调逐渐开
始引领消费者选购空调的最新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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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力 N系列空调$薄到一见倾心$那
是一种震撼心灵的美感# 它的厚度只有
'%O&PQ$是现有空调中最薄的产品# 如此
纤细的身材将使得 N系列空调与任何房
间都达到完美无缺的契合#

N系列空调凝结了设计师的智慧和
格力的核心科技# 在它小巧的身材里$凝
聚着格力最先进的技术( 世界首创的无
缺口蒸发器$令室内机结构更加紧凑$大
大提高换热效率$提高了空调性能.采用
底壳与接水盘一体化的无缝设计$ 突破
传统底线$ 有效解决了室内机运转时零
部件产生的噪音#

能效比是衡量空调性能的关键指
标$能效比越高$空调制冷效率越高# N

系列空调采用国际领先的新型家用高能
效压缩机$ 使得能效等级超越了国家最

新一级能效标准$能效比高达 &O0'- 它是
一款真正做到兼具美感和低碳的空调产
品$堪称空调业内的艺术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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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暑度夏$安然度过每一个夜晚$是
每一个消费者购买空调时的愿望# 格力
N系列空调采用了多种人性化设计有助
于改善使用者的睡眠质量和使用体验#

为了让消费者远离空调噪音的自扰$

N系列空调通过风道优化设计%控制冷媒
系统的气流等多种措施$ 将噪音降低到
!'分贝以下$比普通机型低了 &.$分贝.

同时$它还拥有三种睡眠模式$让您真正
做到健康安心#自动模式贴合消费者的体
温节律变化$可以保证舒舒服服的一觉到
天亮.具备特色醒神功能的!模式 !"$保
证你在起床时神清气爽$工作时更加精力
充沛.如果您还不满足$可以自己来一次
RCS$根据您的个性化需求随心所欲设置
温度曲线$并可以保存起来长期使用# 而
行业首创舒适省电模式$使空调温度调节
与舒适感觉达到最佳平衡#

此外$ 格力 N系列空调还具备 0档
可调风速%三维立体送风%智能可控电辅
助加热%专利智能化霜%静音换气%自动
清洁%二级过滤网$多角度全方位的保证
你的健康和舒适#

fgù 苏宁电器自 !""0年进入海南
以来$一直陪受广大消费者的关注$第一
家门店亚希大厦店的成功开业引起了巨
大的社会反响$ 同时也得到了广大市民%

社会的认可$知名度一度攀升# !"'"年海
南苏宁连开三店$又进一步奠定了苏宁在
海南市场的基础# !"'"年正值海南苏宁 &

周年庆典之际$同时在本周六 ''月 !"日
又迎来亚希大厦店的重装盛大开业$届时
将会给消费者带来怎样的惊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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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业当天前 !"" 名来店的顾客均
可获得精美礼品一份- 预存 %"元$套购
满 %,,,元送挂烫机( 预存 %" 元套购满

'",,,即当 '""元使用$再加送全自动洗
衣机. 预存 '"" 元套购满 !,,,, 元即当
!""元使用$再加送笔记本电脑.预存 '""

元套购满 &,,,,元即当 &""元使用$再加
送 &!寸液晶电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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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亚希大厦店开业前 !"" 名顾客
购物满 &""元就送炊具两件套.本活动与
其他活动均可重复参加$ 且开业当天前
!""名顾客购全场商品$ 凭发票至前台还
可免费参加抽奖一次$'""1中奖$ 苏宁也
为顾客朋友准备了丰富的奖品- 全场迎开
业满千降百再返百T彩电%空调%冰洗%厨卫

指定品牌或机型$ 满 '"""返 '""元礼金
券- 开业更有超值好大礼大相送(购单品
满 &//元送开米洗衣液 U餐具净. 满 %//

元送威莱洗涤套装U毯子.满 $//元送乐扣
乐扣保鲜盒三件套U抱枕套.满 ,//元送十
孔枕U东菱电水壶. 满 ///元送鸿智电饭
煲U先锋转页扇U子谷川镂花藤席. 满 #///

元送威王电磁炉U先锋落地扇U乐美雅琥珀
色微晶圆形锅. 满 !///元送澳西奴四件
套U豆浆机# 套购满 %///元送爱仕达两件
套U时尚家三件套锅具.满 #-,,,元送送挂
烫机. 满 !,,,, 元送全自动洗衣机.满
&,,,,元送笔记本电脑#

!

!"

%$%#"!

"#+,-#.&'(& # 详情请咨询
+--,&$%&$%#

!"! #$!

fghijk 目前$很多人在购
买家电时会发现$家电卖场都在盛行
一种!延保"服务#

记者获悉$如果消费者在购买电
器时加付一定数额的!延保"费用$商
品的售后服务期可延长一定年限
#

'/0(123405

$#

记者发现$家电!延保"相当于消
费者为家电购买的一份!保险"$可以
在国家%厂方明确的!三包"规定之余
再享受 #至 +年不等的保修服务#机
型和销售价格不同收费标准也有差
异$!延保"价格大致一两百到上千元
不等#现在苏宁%国美%大中等大型家
电卖场和部分液晶电视厂家都已经
推出了!延保"服务#

##月 #!日$记者在家电卖场采
访时发现$很多的产品价签旁边都摆
放着!延保"销售价签$店内也有!买
家电别忘买)延保*"的标语# 在一台
海尔洗衣机旁$ 销售人员告诉记者$

如果购买该款产品$再加价 %1就可
以在原来一年三包的基础上享受延
长保修两年的服务$!延保" 期间$商
品无论出现任何质量问题$都有专人
上门服务# "

目前一些家电厂商为了最大程
度地规避!延保"责任$利用国家没有
相关政策规定的空子$不同消费者签
订服务合同$而且不主动向消费者介
绍合约条款$不仅损害消费者的知情
权$且一旦出现消费纠纷$就以拥有
解释权而推卸责任$ 只享受利润$不
承担责任$ 损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
益#

律师邱宝昌指出$虽然花钱买服
务符合国际趋势$但家电!延保"毕竟
是舶来品$ 进入国内的时间比较短$

目前还缺少相应的质量%价钱%再保
证尺度及监管制度$从而造成商家尺
度不一%主导权错位等问题# 尤其是
目前国内还没有相关的法规出台$一
旦出现!延保"纠纷$消费者维权困
难#

fgù 时至年底$!爱动客厅网
络健身馆"推出价值 +///元的礼品
套装$ 并在中央电视台的 !中视购
物" 同步推广销售$ 方便消费者购
买# 作为一种将互联网的互动功能
与体育健身运动相结合的创新运动
方式$!爱动客厅网络健身馆" 使人
们完全可以在家庭% 办公室等较小
的场地$通过互联网$随时随地进行
健身娱乐%竞技$极大满足了现代人
便捷%经济%趣味%互动的健身需求$

也成为年底高端礼品市场的一股新
鲜力量#

!爱动客厅网络健身馆"礼品
套装$包含一台作为主机的上网笔
记本电脑以及三维识别器%运动手
柄%运动帽%运动脚标等装备# 目
前$中高档礼品市场对于具有实用
性%功能性和时尚性的高科技礼品
十分青睐#

使用小窍门iPhone4

“节能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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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到十字路口

U的空调，好身材还有大智慧

汉王人脸通
是全球第一款嵌
入式人脸识别产
品 $ 它 采 用
$--:BV 的 HC 高
速数字媒体处理
器%中文语音报姓
名$人机交互更加
直观友好W非接触%

方便%卫生%非常
适合企事业单位
的门禁考勤管理#

;<=>·

?$l

指纹套的出
现$让指纹不在是某一个人专有$替代考
勤$替代识别的可能性大幅度增加$给企
事业单位管理及安全带来极大隐患# 但
是人脸识别可以做人像识别$ 保存的识
别照片记录$非常方便事后查证处理#人
脸识别采用汉王科技自主知识产权的
!RX6; 5@?Y>8( Z!O""嵌入式人脸识别算

法W 识别速度快$准确率高# 并且通过了
国家公安部的检测认证#

;<=>·?@A

与传统指纹考勤相比$ 指纹考勤机
的指纹采集受适应性局限$ 因为皮肤干
燥% 纹路浅淡等手部天然环境而造成的
无法识别现象高达 '%1[

由于采用了专用双摄像头以及汉王
最新的人脸识别算法W !汉王人脸通"的
识别速度更快$准确率更高$而且不受环
境光线的影响#

;<=>·?BC

指纹考勤的指纹采集头容易磨损$

后期更换维护成本高# 而人脸识别采用
非接触式人像采集$ 产品使用寿命大大
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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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王人脸通”考勤门禁产品全新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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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改委支招降固话月租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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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动携手央视
推高端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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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标准仍缺位

fghijk 固话月租有望进一
步降低甚或取消# 国家发改委的两条
建议方案释放出了最新的资费调整信
号#

记者获悉$ 国家发改委表示赞同逐
步降低固定电话基本月租费建议的同
时$ 国家发改委还提出了固话基本月租
费的调整方案$ 表示将指导运营商制定
更多的灵活的资费方案# 比如对通话量
较多的用户$收取较高的固定费用$降低
或免除每次通话的费用. 对通话量较少
的用户$执行略高的通话费$相应降低或
免除基本月租费#

电信专家杨培芳指出$ 电信资费
进一步下调是大势所趋$ 尤其是当前
手机资费越来越低$ 对固话的替代性
也越来越强$ 很多家庭都取消了固话

座机# 当前消费者对于改革固话资费
的呼声很高$不过具体采取何种方式值
得商榷# 他认为$国家发改委发出了资
费调整的积极信号$不过这两套建议方
案尚有操作难度# 在他看来$运营商与
其提供更加多样的资费套餐$不如拿出
一套简单明了的方案$毕竟消费者希望
透明消费# 尤其是随着电信技术的演
进$按量计次的收费模式没有必要# 据
了解$欧美很多地方都实行封顶包月的
固话模式#

这一消息也引起了网友的热议# 有
不少网友指出$如果取消月租费%提高通
话费的话$ 对很多人来说固话只是个接
话工具了$用户流失会更加严峻$而取消
月租% 设定最低消费额的模式看上去更
合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