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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 醒警

两会好声音
编者按：今年的“两会”即将接近尾声，对

于互联网、家电行业的发展，代表、委员们发
出了怎样的真知灼见？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两
会上的部分好声音。

国家要规定家用电器使用年限
全国人大代表、格力集团董事长董明珠

全国人大代表、民建中央委员、广东
珠海格力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董明珠接
受媒体采访时呼吁，国家应对家用电器
规定使用年限，尽可能地规避用电安全
隐患。

董明珠说，目前我国对电器产品使用
年限还没有明确规定，其实非常有必要让
每个消费者都知道。家电产品有年限限制
以后，职责就分清了。企业就敢承诺，在国
家规定的使用年限内，企业承担所有一切
后续质量维护、保证等，企业就可以担当，
这样职责就清楚了。因为电器产品都会老
化，消费者用了格力二十多年现在还在用，
消费者不知道有年限，有了措施之后消费
者就知道到时间要换了，这对消费者生命
安全有保障。现在很多电器走火、漏电，可
能都跟电源线老化有关。

品牌化是家电行业的出路
全国人大代表、海尔集团轮值总裁周云杰

“我们的数据显示，中国家电的制造业
占全球家电制造业的40.5%，但是中国家电
的品牌在中国以外的海外市场的品牌份额
只有2.9%。这些数据意味着什么呢？中国
的制造业还是以代工为主，品牌太少。所
以，真正的问题应该是如何来建立全球营
销的品牌，这是现在整个行业要思考的问
题。要实现品牌强国，才是最重要的。”全
国人大代表、海尔集团轮值总裁周云杰日
前受访时对媒体说。

他同时指出，中国的家电行业，客观地
来讲，在中国制造业中应该是走在前面的，
历届家电行业的人，包括家电协会、家电企
业的企业家都做了很大的努力。周云杰认
为，中国家电行业的发展程度还是非常快，
因为做的规模比较大，其他行业包括国外的
同行，也觉得中国企业有规模的优势，但这
恰恰是一个问题所在：规模的快速增长和多
年来利润的快速增长，使得我们忽略了品牌
的打造和海外市场的开发。

用移动互联网防治雾霾
全国人大代表、腾讯公司CEO马化腾

全国人大代表、腾讯公司CEO马化腾
在今年两会期间共发出四项议案，均与互
联网相关。他建议加快移动互联网在民生
领域的普及和应用，通过互联网解决防治
雾霾等重大民生问题。

马化腾建议，政府部门应当加快移
动互联网在民生领域的普及和应用，把

“人与公共服务”通过数字化的方式全
面连接起来，有助于解决看病难、教育
资源不均衡以及防治雾霾等新老重大
民生问题。

他表示，这种“智慧民生”可以提高生
活便捷度，降低社会成本，而且为互联网创
业提供更多机会。

马化腾还建议制定推动“互联网+”全
面发展的国家战略。 （蔡辑）

空调品质在安装，专业安装在美都！
3月13日-15日，美都家电举办“用心

服务·畅享购”活动。活动期间在美都家电
购买全品类空调尊享八项全免服务，如此
任性优惠力度还再刮4999元现金大奖，幸
运的您千万不能错过！

【购物刮大奖】 3月13日-15日，

在美都家电各分店购满1000元即有机会
中4999元现金等大奖，即买即刮，说不定下
一个幸运儿就是您！

【套购送钱】活动期间，在美都购

买三件及以上家电就送您钱，1200 元、
1000元等现金券等您来拿。您买家电我送
钱，让您在美都购家电实惠尽享！

【购空调尊享八项全免服务】 3月

13日-15日，在美都家电各分店购全品类空
调尊享八项全免服务：①免加长铜管费（限5
米内）、②免高空作业费、③免打孔费、④免费
送空调支架、⑤免费送货、⑥免费安装、⑦免费
上门调试及检测、⑧免费上门设计。以上8项
服务限海口及三亚市区。

美都家电承诺：品牌丰富，质量合格，
价格最优，送货及时，退换无忧！服务永无
止境，美都家电3·15诚信特惠周：用心服
务·畅享购，有您更精彩！

■ 本报记者 张靖超

工信部日前发文，向电信、联通发放了
“LTE/第四代数字蜂窝移动通信业务（LTE
FDD）”的经营许可，4G市场出现了三足鼎立的
局面。而这对用户来说又将意味着什么呢？

4G套餐资费恐难下调

消息一传出，不少用户首先想到的都是
“4G资费肯定大降”。但就记者采访了解的情
况而言，却有些出乎消费者预料。

目前3大运营商官网，无论是喜获FDD牌
照的电信、联通，还是可能遭遇“抢客”危机的移
动，暂时都没有“狂降”水平的资费套餐出现。

某运营商有关人士告诉记者：“4G套餐与
3G套餐的资费相差无几，但是更注重提高流
量，要比3G多出50%以上。不过由于4G套餐
的流量增多，语音、短信减少，总体价格未涨，就
给人资费居高不下的感觉。”

“4G技术本就是针对用户越来越重视流量
的特点进行的升级，因此4G的语音套餐，其优惠
结构会简单化。”该人士说，如果某用户的号码本
身就带有语音套餐，又购买了充话费送语音通话
时间，或者办理网络宽带送语音通话等套餐，在
3G时代是可以叠加的，但是4G服务将减少或取
消语音套餐，在流量套餐上就有所增多。

过去10年，三大运营商未发生令人印象深刻
的价格战。该人士表示，在用户和运营商越来越
重视流量的4G时代，流量资费不会轻易下降。

对于那些有着较大流量需求的商务用户，有
业内人士认为，三大运营商仍然会推出较高月租
的4G资费包来应对，“但即使这样，仍然会有定向
细分的做法，比方说联通海南的66元套餐中，
1.5GB的流量包就仅限于本地使用。这种情况在
各地运营商的套餐中都可能会普遍存在。”

混合式组网或是趋势

有业内人士注意到，此次上述两家运营商
获得4G牌照是FDD制式，与移动的TD式有所
不同。据介绍，目前的4G标准有两个，分别是
FDD和TDD（国内习惯于将 LTE TDD 称为
TD-LTE），两大标准都是基于移动通信系统技
术标准的不同分支，相似度超过90%。

“TDD适合热点区域覆盖，FDD适合广域
覆盖。TDD的优势在于，能将上传和下载通道
合并为一个，然后通过时间来灵活控制，例如分
配给下载的时间占70%，上传占30%，这样资源
利用率更高。虽然TDD较为经济，却也不能全
部采用。在用户密集的热点区域，频段资源很
紧张，这时候，FDD就显得很浪费，TDD更适
合。但由于TDD在上行方面受限，基站覆盖范
围小于FDD，因此，在非热点的在广覆盖区域
（城郊、乡镇和公路等），TDD需要比FDD建设
更多基站，成本也更高。”省通信管理局相关负
责人表示，由于海南的用户多集中于海口与三
亚两地，因此仅依靠一种组网会出现成本较高，
或速度较慢、用户体验较差的情况。

组网不同，使得厂商在生产4G终端，即4G手
机时有了较为明显的偏重。某运营商称，鉴于不
同组网的应用情况，也就使得针对FDD制式组网
生产的4G手机，无法接入TD制式组网，反之亦
是。“若用户将手机卡换为其他运营商的，那么很
可能仅具备2G网络的功能。不过，由于联通和电
信均采用的是FDD与TD的混合组网，所以这两
家运营商的定制机不会出现组网不兼容的情况。”

因此，有业内人士认为，从长远的角度看，
混合式组网更适合4G网络建设，也更容易满
足用户的需求。

海南首届家电巅峰惠展明天开幕。此次家电展由海南日报报业集团和
国美电器联合主办，旨在向海南市场推广最新的生活理念以及优质家电品
牌，并利用展会机会给广大消费者提供最优惠的价格。

■ 本报记者 张靖超

4444GGGG 发财!谁得利？

首届家电展 人不倦

美都家电推出

“3·15用心服务·
畅享购”活动 平板电视软件问题多

导致故障比例回升达12.3%

中国电子商会消费电子调查办公室近日推
出《2015中国平板电视售后服务及消费者满意
度报告》，《报告》显示，平板电视软件故障多发，
导致消费者使用平板电视遭遇故障的比例回
升，达到12.3%。

中国智能电视市场渗透率从 2012 年的
30%上升到现阶段的70%，产品逐步“IT”化。
《报告》显示，平板电视故障问题中，软件故障最
多，占24%。其中，与智能电视有关的系统无
法升级、APP下载后无法安装、APP程序使用
卡顿、木马病毒等成为高发问题。

当前情况是，国家现有三包政策中，主要部
件能否包括智能芯片、wifi模组等，暂不明确；
关于智能软件系统、应用程序、智能内容的服务
也是缺失的。有分析认为，这是平板电视售后
服务下一阶段应该重点完善的。 （据新京报）

行业 讯资

联通、电信获4G牌照

手机号参与活动，机主却不知情
消协和律师认为运营商应负责任

手机参加了活动

我怎么不知道？
？

给消费者实惠就是最好的营销

好家电不便宜？不一定！在海南首
届家电巅峰惠展上，好家电价格也疯
狂！活动期间，主办方牵手42个家电品
牌大手笔让利，惠战3·15，让消费者真
正体验到“好家电也任性”。与一些商场
返券、组合套装等促销手段相比，海南首
届家电巅峰惠展更能让人感受到实实在
在的优惠。

据悉，为让消费者在此次展会上买
到性价比高的家电，主办方精心筹划、细
致安排，在3·15来临前邀请多个家电品
牌同台“竞技”，将家电价格多余的“水
分”挤掉，让好家电价格也能有惊爆价。

除去价格值得期待，哪些新品将亮
相也是消费者关心的。记者了解到，格
力将在此次活动中推出当下热销的大
1P节能空调。“大1P空调是目前的市场
主流，特别适合安装在卧室，很受消费者
欢迎。”国美电器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

在彩电方面，国美电器相关负责人
透露，康佳和TCL将投入数款性价比较
高的彩电。其中，康佳42吋超高清4K

电视和TCL49吋超高清4K电视，都是
自去年上市便一直受到热捧的型号。据
悉，4K电视是当下彩电市场的高端产
品，价位往往在5000元以上。记者获
悉，以上两款4K电视在国美门店的售价
分别为3399元和4699元，而在首届家
电巅峰惠展现场，其价格将更便宜。

除了彩电、空调等家电外，厨卫电器
的热销品也将亮相展会。如方太的多款
下置式抽油烟机就将出现在会展现场。

“这类机型都采用时下主流的双叶轮、双
电机的配置，控制较为自如，且吸力较
强。”国美一位销售人员介绍说，“重要的
是，届时购买抽油烟机还将获赠钢化玻
璃或不锈钢造的燃气灶。”

除热销产品外，颇值得关注的新品
是美的集团的儿童空调。据美的海南区
负责人黄骁介绍，通过与中国标准化研
究院合作，美的儿童空调从外观到功能
都为儿童量身打造，会根据孩子的睡眠
特点，自动调控温度、风速和风向，自动
关闭显示屏、调低蜂鸣器声音，营造出最
适合儿童的睡眠环境。

如何将海南首届家电巅峰惠展
中的“惠”字落到实处，是主办方和参
展厂家的工作重点。为此，海尔等品
牌投入逾100万元，用于此次活动的
让利。

“海尔小1P的节能空调，在门店
的售价是1399元，而在活动现场仅需
999元。”国美电器市场部负责人说，

“消费者使用入场券所赠送的现金券，
还能获得150元的现金卡，算下来，消
费者只花749元就能买下此款空调。”

据介绍，除3C产品外，顾客购单
品满 9999 元返 1500 元现金卡，满
7999元返1200元现金卡，满4999元
返750元现金卡，满2999元返450元
现金卡，满999元返150元现金卡。

“现金卡可全场通用，所有机型参
与，直接抵扣现金，相当于现场商品打
了8.5折。消费者持现金卡购买小于
现金卡金额的电器，无需再掏腰包。”
国美电器海南分公司负责人周志坚告
诉记者，这次家电会展，拼的就是产品
的品质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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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见习记者王培琳 通讯
员何海丹）近日，三亚消费者张先生准
备用手机号开通宽带服务，却发现自
己的手机号被参与了一项名为“充话
费送手机”的活动，每个月被扣话费
158元，而他并不知情。这是咋回事？

疑窦丛生
不是本人签字，参加了活动

张先生的手机上的是移动号。
他在当地的移动营业厅办理宽带服
务时意外发现，自己的手机号从去年
10月起，就参与了“充话费送手机”
活动，每月扣除手机话费158元，满
一年可获得一部4G手机。但他本人
对此毫不知情。

张先生感到纳闷，便要求查找办
理活动的相关合同，发现活动存档中
没有他本人的身份证复印件，合同签
名是他的名字，却不是他本人的字迹。

拉锯战
商家坚称，活动合乎规则

该营业厅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
参加此项活动是通过服务密码或者手

机验证码验证的，张先生的这笔业务
办理时已经验证了服务密码及验证
码，符合业务办理要求。但张先生表
示他从来没有给手机设过手机服务密
码或验证码，泄露无从说起。

于是，张先生多次致电移动客服，
并到营业厅要求退出此项活动。但移
动方都以活动符合规则为由拒绝张先
生的诉求。

交涉无果的张先生便拨打了
12315热线，希望工商部门协调商家
取消他被参与的“充话费送手机”活
动，并督促商家退还他被多扣的话费。
面对工商部门的调解，移动公司坚称
这笔业务符合规则，不同意张先生的
诉求。

律师
运营商应负部分责任

记者采访了移动海南分公司有关
工作人员，得到的答复依然是：活动办
理符合公司营销活动业务要求，无法进
行取消。同时，移动工作人员提醒消费
者，不少消费者并未重视起手机服务密
码的重要性，手机服务密码是伴随手机
号码而设定的6位服务密码，是机主身

份的识别代码，因此服务密码决不能以
任何形式透露给他人。建议用户定期
对服务密码进行修改，并保管好身份证
件。

对此，省消费者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陈厦宇说，该运营商涉嫌违反“消法”，
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消费者有权
对消费或者服务项目享有知情权，在全
面了解之后有权进行自主选择，商家不

能把消费强加给消费者。消费者有权
要求商家对服务或者消费项目给予一
个全面的解释。

海地律师事务所林青律师对此也
表示，消费者手机服务密码是否泄漏，
没有相关证据，无法进行判断。但是，
消费者办理业务是在柜台办理的，运营
商理应核实办理人身份。因此，对于此
事，移动公司应负部分责任。

惠惠惠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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