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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以食为天，在科技改
变生活的当代，让人们“食”
得更方便、更讲究、更舒适，
也是科技转化为生产力的使
命之一。于是在种类繁多的
小家电领域，电饭煲不仅仅
是一个简单让生米煮成熟饭
的“锅”了，技术、材质、工艺，
哪样都不能马虎。央视近日
推出的“中日电饭煲 PK”，
美的一最新款“鼎鑫”IH 电
饭煲单挑三款日本中档电饭
煲而胜出，在某种程度上，这
代表了民众对国货小家电

“当自强”的信心和期待。
对以大米为主食的中国

人而言，可以三天不吃肉，但
是很难做到三天不吃米饭。
虽然 IH 电磁技术在日本起
步早些，但我们相信随着国
内行业研发技术的提升，国
产 IH 电磁电饭煲一定能做
出“更好吃的米饭”。重要的
是，消费者还希望厂商能为
大家提供更容易接受的市场
定价，让好用又实惠的“明
星”饭煲成为中国家庭不可
或缺的厨房“利器”。

国产IH电饭煲“质不输人”

煲饭香不香
米好“锅”更要好

应严管线上手机销售

还“正品”清白
■ 萧清

近两年，手机线上销售过程中的“罗
生门”怪事有增无减，国内知名电商几乎
在这方面无一幸免，虽然家家打着“正规渠
道”、“正品保障”的旗号，消费者还是频频
遭遇翻新机、问题机。

一方面，可能生产厂家有时在管理
上出现漏洞。比如，据媒体报道，苹果公
司在中国的5名员工曾以进行iPhone维
修为名，将假冒的零部件发回苹果，然后
使用更换回来的零部件制造和销售
iPhone翻新机。

另一方面，电商可能会向渠道商妥
协。退货商品和返厂维修商品有时会经
过渠道商的手，为了追求短期利益，个别
渠道商可能将这些商品翻新后重新包装
提供给电商。电商虽不知情但在卖货时
为不影响销售，有时或减少检测过程的
必要程序，难免让翻新机混入正品行列。

此外，对销售商监管不严也让不法
之徒有机可乘。目前尚无一部监管电商
销售的全面的法律法规，违规销售不正
规手机的成本太低，故难以做到“敲山震
虎”，更谈不上“杀鸡儆猴”。在品牌手机
日益重视线上销售渠道的今天，相关部
门应出重拳，严管线上手机销售环节，让
遵纪守法的生产商、销售商有法可依，斩
断不法者伸向线上渠道的“黑手”，还“正
品”手机清白，维护消费者权益。

别高价买了“苹果皮”

■ 本报记者 张靖超

今年春节，国人涌入日本抢购电
饭煲的新闻成为不少媒体的头条。
时隔3个多月，央视财经频道5月27

日的《消费主张》栏目，再次对中日电
饭煲来了个谁强大PK，通过百人盲
测、拆解锅体、专业仪器分析等调查
结果显示，国产电饭煲并不输于日本
产品。这一逆袭的结果也让众人对

电饭煲有了新的认知。
而在海南电饭煲市场，即使近年

来日货质量好于国货的传闻不绝于
耳，但国产品牌依然占据较大的市场
份额。

卖场：中日品牌“同台竞技”
走访海口多个家电卖场后，记

者发现，国产品牌的电饭煲和日本
品牌都随处可见。在国产品牌方
面，以美的、苏泊尔和九阳最为常
见，而日本品牌当中，又以东芝、松
下为代表。

记者注意到，国产品牌的电饭
锅售价从几十元到几百元，再到上
千元之间不等，而日本品牌的价格
区间则基本在800元左右。“大家都
说日本的电饭锅好，煮出来的饭很
香甜，但是价格却比较高。”苏宁的

一位导购人员告诉记者，日本品牌
的家电产品历来价格不菲，电饭锅
也是如此。

“国产品牌里也有不错的产品
能够和日本电饭锅媲美。”美都家电
新华南门店的一位销售人员称，消
费者来门店购买电饭煲，更多的依
然选择国产品牌，其中尤以美的、苏
泊尔居多。

据该销售人员介绍，在售的电饭
锅中，日本品牌的产品主打IH电磁加
热，这种技术能够使锅的内胆受热均

匀，而且内胆的材质也比较好，因此
价格较高；而国产品牌的电饭锅从加
热技术、内胆材质、控制模式等方面，
差异跨度较大，有上世纪90年代传统
的底盘加热，也有最新的IH技术，有
紫砂内胆，也有不锈钢内胆。

“总的来说，国产品牌电饭锅的
销售情况较好，一是因为价格合理的
好产品不少，二是因为国产品牌可供
消费者选择的区间较大，三是因为上
架的电饭锅中，日本品牌所占比例较
小。”销售人员这样告诉记者。

技术：IH电饭煲做“更好吃的米饭”
记者在走访中发现，在各大家电

卖场内，突出IH技术的电饭煲销量不
错。那么何为IH技术呢？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对米饭质量的要求也在提高，而电饭
煲也在不断的更新换代以满足消费

者的需求。美的一位内
部人士告诉记

者 ，上 世
纪 九
十年
代

中期在中国家庭已经普及第一代电
饭锅，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在家庭中普
及了第二代产品即机械式电饭煲，到
2007年智能煲快速普及中国家庭，而
最近一两年，也就是从2013年开始，
IH电饭煲逐渐登堂入室，占领市场。

“从老式的电饭锅到机械式电饭
煲、智能煲，再到IH电饭煲，它们最大
的区别就是加热方式的改变。传统
的加热盘加热是传导式加热，发热盘
发生的热量通过底面来传导到内
锅。而IH加热是通过锅体本身的发
热，而且是立体发热。”

“对烹饪来说最为关键的就是米
饭的加热均匀性，就是锅里面每个角

度的米粒都能够均匀受热，这是IH技
术最大的价值。”该人士说。IH电磁
加热技术发明后，彻底解决了加热盘
的几大弊端，是现在最先进的电饭煲
加热方式，IH技术的工作原理是通过
电磁线圈接通交变电流，直接对金属
内胆进行加热，越过了加热盘的热量
传导过程，升温迅速，而且很多高端
IH电饭煲引入多级线圈，实现了对整
个内胆的环绕加热，实现了绝对的均
匀加热；IH电饭煲还能对米饭焖制过
程实现精准程序控制，根据米饭各个
加热阶段的需要设定不同的加热方
案，米饭口感和营养成分都提升到了
前所未有的高度。

商家：“好锅”还要好米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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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电大腕与互联网巨头
跨界融合打造“生态圈”

据《东方早报》报道，创维集团近日在北京与中
国最大的互联网服务提供商——腾讯及牌照方中国
互联网电视共签战略合作协议，三方在会上宣布将
联手打造GeekLife生态圈，将中国电视领域的“互
联网+”战略引向纵深。

随着不久前“中国制造2025规划”的发布，以及
正在研究制定的“互联网+”行动计划，家电功能时
代正在走入历史，智能家电产业有望成为下一个十
年的黄金朝阳产业。据悉，此次联手创维将倾力打
造Geek·Max、Geek·Box、Geek·Pod三大平台。
在Geek·Max里将设置4K、好莱坞、少儿、人文百
事四大专区，通过未来电视运营的中国互联网电视
集成播控平台引进及管理腾讯视频正版资源，联合
腾讯推出电视专用腾讯游戏、QQ相册、QQ音乐等
应用软件，将腾讯的强大社交功能与电视相结合。

海信跻身世界
高端电视前三强

据《科技日报》报道，世界市场与研究公司Dis-
playsearch最新发布的2015年第一季度数据显示：中
国海信在4K、2K、曲面电视以及50—59吋大尺寸电视
三个指标中，已跻身世界前三。这是中国首次在高端
产品中进入世界三强。

产品和品牌成为海信攻取海外高端市场的法
宝，去年开始，海信相继成为澳网公开赛赞助商和德
甲联赛球队沙尔克04赞助商，今年又成功赞助美国
顶级赛事“NASCAR纳斯卡”旗下的“Xfinity系列
赛”，并成为F1红牛车队官方战略合作伙伴。而代
表了全球显示技术主要流派的海信ULED产品即将
在全美上市，将进一步主推高端产品在海外落地。

北京
54种小家电被责令退市

近日，北京市工商局在其官网上通报称，最新对
北京市场销售的各种小家电质量监测中，发现了多达
54种存在安全隐患的不合格小家电，主要集中在电
热锅、电热水壶、电吹风、烫发器、电风扇等产品上。
存在问题主要是缺乏标志和说明，对触及带电部件的
防护、输入功率和电流、接地措施等项目不符合标准，
非常容易引发短路、火灾、触电的危险。值得注意的
是，此次北京市工商局还发现有8种小家电按照生产
或授权企业的标称地址，却无法与其取得联系。其
中，包含“小鸭”加温器、“新三星”多功能电热锅、“强
盛”好日子电热锅等。北京市工商局表示，这些不合
格小家电将被责令退市。消费者可登录北京市工商
局网站查询具体不合格名单和型号、规格。

武汉
充电宝容量虚标严重

据《中国消费者报》报道，日前武汉市质量技术
监督局于近期对市场上销售的充电宝产品开展了质
量抽查，抽查的20个样品全部为18650锂离子电芯
的充电宝。抽查结果显示：有19个样品低于标称容
量，仅1个样品符合标称容量。其中15个样品的实
测容量低于标称容量的75%，容量虚标现象严重。

武汉市质监局为此提醒消费者：在购买充电宝
产品时，一是尽量在正规渠道购买，不要购买无品牌
型号、无生产厂家、无电气参数、无警示说明的“四无”
产品；二是选购时应仔细检查，同类型产品容量越高，
其重量应相对重些，劣质产品外壳和做工相对粗糙；
三是给数码设备充电时，若发现数码设备发烫，应立
即停止充电，发烫原因可能是充电宝输出电压或电流
过高，若不及时停止充电，有可能损坏移动设备；四是
在充电时，若充电宝指示灯显示已充电完毕，应及时
取下移动电源，防止过充；五是在日常使用中，应避免
充电宝的输入、输出端口与钥匙等金属部件接触，防
止发生短路。

时
评

e

苏泊尔智能球釜IH电饭煲

苏泊尔智能球釜电饭煲采用
微电脑芯片精确温控，针对不同
的米种和口感可实现不同的温度
控制，最长可以24小时预约。其
内胆采用聚能球釜，环流大沸腾，
让米粒充分在锅中翻转吸收水
分，饭熟后更加甜香有嚼头。4L
的容量，够4到5口人一餐所需。
尽管售价近1500元，但因其具有
IH技术，相比日本电饭煲还是便
宜不少。

美的 YJ308J（3L）

在百元以内的电饭煲市场，
美的 YJ308J 是不折不扣的“明
星”。这款价格仅为99元的电饭
煲采用了底盘加热方式，3L的容
量能满足三口之家的使用需求。
煮饭和保温两个指示灯配合一个
控制键组成了一套操作便利的煮
饭系统；电饭煲的上盖有一个开
启键，轻松按下后即可顺利开锅，
比较方便；锅身侧面有一个柱形
的接水槽，可以防止米浆外溢现
象，蒸汽排放口也体现出细节上
的用心设计。

虎牌 JBA-S10C

虎牌是日本一家有 90 年历
史专门做小家电的企业品牌，其
生产的电饭煲有着相当不错的销
量。而这款JBA-S10C采用了微
电脑控制的三维立体加热方式，
其内层有远红外线氟树脂涂层，
外侧有吸热快散热均匀的黑金钢
静电涂装，辅以保温玻璃棉，令煮
饭效果很棒。虎牌特有的温度传
感器，可自动调节火力防止米汤溢
出。这款电饭煲售价二千多元，虽
然在日本属于低档产品，却还是让
不少海南消费者望而却步。

“电饭煲做出的饭，香甜与否，其
实也与米的品种有关。泰国香米、东
北大米，这些上好的大米，即使用平常
的、价位在两三百元上下的国产电饭
煲烹制，味道也是比较可口的。”美的
内部人士说，从这一方面来讲，国产电
饭煲做出的米饭口感稍差，并不能全
部归罪于产品本身。

在国美电器东湖店，销售人员
向记者推荐了一款苏泊尔的4升容
量的IH电饭煲。“这个电饭煲采用的

是最新的 IH技术，锅内任何部位的
受热程度是很均匀的，不会出现上方
米饭松软，而底部米饭却已糊在锅底
的情况。”该销售人员说，“这个电饭
锅还能够很好地监测锅内的食物温
度，并配有7种加热模式，还有预约
加热等功能。

平心而论，正如央视节目中PK
的那样，在IH电磁技术这个层面，部
分国产高档电饭煲与日本中档级别
产品还是有一拼的。

■ 本报记者 张靖超

近日，央视报道京东出售“山寨”苹果
手机，引发舆论哗然。实际上，翻新
iphone手机重新销售在国内不是新鲜
事。无独有偶，海口一位消费者王先生于
去年10月花5800元在海口明珠广场某
店铺买了一部iphone5S手机。近日，因
为手机总是自动关机，他便来到海口市国
贸路的iphone售后维修处要求维修。然
而，工作人员在检测后告诉他：序列号显
示，此手机在上海总部的工厂里，而且已
经过了保修期，不再享受免费维修。

王先生吃惊之余感到疑惑：手机
买了不到一年竟然享受不了保修？记
者就此事进行了相关了解。

拆卸再组装
旧手机穿上“苹果皮”

王先生电话投诉到iphone在中国
的上海总部。王先生告诉记者，
iphone上海总部有关负责人称，王先
生的手机之前在其他iphone维修店进
行过维修，此手机账号可能被盗，责任
在某授权维修点。此后，在4个工作日
内iphone总部给王先生换了新手机，
同时，对相关维修点进行了重罚。

苹果授权服务商直信创邺海口分
公司的工作人员表示，在维修中发现这
种序列号与本机不一致的频率不算高，
因为iphone公司是不允许授权维修点

进行串号操作的。不过，商家把旧手机
翻新当新手机卖的情况已经发现过多
起。对于市场上的翻新机，iphone客服
无法干涉，只是不予修理。他建议消费
者在购买iphone时，可以通过查序列号
和在线查询，避免受骗买到旧手机。

“翻新手机的难度其实并不大，旧
手机拿来后，除了手机的主板不更换
外，手机的其他配件，像电池、屏幕、支
架、排线、后盖等一律更换，这些配件经
过吹灰清理后，会用在那些临时更换或
维修手机的维修点。”海南米井通信技
术有限公司售后服务部负责人建议，消
费者购买手机时应尽量选择信誉好的
商场、手机专卖店。购买时应要求商家
开具正式发票。提货时应进行仔细核
对型号、配置单与赠品等是否齐全，产
品的型号、主机序列号、配件的序列号
是否准确，是否为原装，如何保修等等。

看、触、查、验
售后人员支招辨真伪

直信创邺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消
费者在购机后，要像中医“望、闻、问、
切”一样，在现场仔细对产品看、触，然
后拆机进行查、验。

“全新的iphone手机开机后要通
过激活等一系列的设置才可以进入系
统。”该工作人员说，如果用户所购买手
机一开机就直接进入系统，那么该机器
一定不是全新机器。

该工作人员还提醒，原装iphone
手机充电器插口非常圆润，用手指轻摸
不会感觉到任何凹凸感，且插口的切面
处不会有毛边，充电器上印刷的字迹也
很清晰，在USB接口内部会有充电器
对应的编码。若不符合上述特点，则很

有可能不是正品行货。
“较保险的方法是查看手机的

IMEI码。”该工作人员说，苹果手机串
号，如同手机的身份证，每部机子的
IMEI号都是唯一的，可以由此来判断
一部机子是否为正品。判别方法如下：
在手机的待机状态下输入*＃06＃ ，手
机显示的一串数字即为其主板串号，再
看机子包装盒上的IMEI号以及取出
SIM卡卡托查看侧面IMEI号比较三
者，看是否都一致。

“若三个号码不一致，则是假货。”该
工作人员这样告诉记者。此外，消费者可
进入苹果官方网站，在“技术支持”一项
中，选择iPhone选项，按照相应步骤输入
手机的IMEI码，即可以查询iphone手
机的激活时间，若是新机，那么激活时间
一定在购机时间之后，若激活时间早于购
机时间，那么必定是翻新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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