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缺陷家电产品召回元旦起实施
■ 见习记者 丁平

近日，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
总局发布了《缺陷消费品召回管理
办法》，2016 年 1 月 1 日起将正式
实施，其中主要包括 9 类家用电子
电器产品，范围涵盖了家电行业各
细分领域。对此，消费者纷纷拍手
称快。不过，与此利益攸关的家电
生产商是咋想的？经销商又怎么
看？记者日前就相关问题进行了
走访。

产品召回不等于退货？

“是不是买到有毛病的家电，就可
以去退货了？”近日，记者在走访海口
一些家电商场时发现，有些市民虽然
已经知道缺陷消费品召回政策，但不
少人以为，召回就是将有缺陷的次品
向厂商退货。

然而，家电产品召回并不完全等
同于退换货。《缺陷消费品召回管理
办法》规定，召回是指按照规定的程
序和要求，对存在缺陷的消费品，由
生产商或其委托的经营者，通过补

充或修正消费说明、退货、换货、修理
等方式，有效预防和消除缺陷可能导
致的损害的活动。也就是说，退货并
非召回的全部，厂商可以通过换货和
修理等其他方式为消费者消除产品
缺陷。

海口龙昆南路某家电卖场的一名
经理表示，海南的广大消费者首先要
理性看待家电产品召回政策，其次不
要认为缺陷产品就是假冒伪劣产品，
简单地给企业品牌“贴标签”。

有人欢喜有人忧？

家电召回制度的实施有利于推动
家电产业结构调整，提升企业整体竞
争力。不少企业对此持欢迎态度，并
对其在国内家电产业的后续影响寄予
厚望。

但也有一些家电生产商表示担
忧。“此前，召回制度一直被企业视为

‘雷区’，除了利益问题和操作难度
大，更重要的原因是企业对召回制度
有误解，担心伤害品牌和企业的形
象。”南京的一家家电厂商负责人对
记者说。

而对于消费者来说，在线下和线
上买家电，他们的看法有所不同。记
者在采访中发现，在卖场买家电的消
费者，对“召回”这个字眼表现挺淡
定。一位顾客说：“如果售后能做好的
话，召回不召回也就是那么回事儿！”
而热衷在线上买家电的消费者，则普
遍对召回政策很欢迎。售后服务缺
失、维修成本高是线上售家电的“短
板”。消费者遇到缺陷产品时，自身利
益得不到有效保障。尤其碰到小家电
次品时，有的消费者看产品便宜，又怕
麻烦，就不去维权，经常造成某些“孬
货”在线上家电商城“滥竽充数”，难被
发现。

“我挺关注元旦开始实施的家电
召回政策，这样我老婆在网上买家电，
我就不会像以前那么反对了。”海口某
企业白领李先生告诉记者。

如何召回？他山石可攻玉

目前，国内缺陷家电产品召回的
具体操作细则还未出台，但家电召回
在国际上已经是一种成熟的制度，一
些经验可供我们借鉴。

2013年8月，德国家电制造商博
西公司宣布在全球召回500万台洗
碗机产品。这款产品因某一电路器
件有可能在使用中发生过热现象，存
在安全风险。博西公司收到消费者
的反馈后，经研究主动提出召回。博
西公司采取了两项处理措施：一、派
技师上门免费修理；二、如果消费者
购买其它款洗碗机，博西提供部分现
金返还。

在此案例中，有三点经验可以借
鉴：第一，个别消费者发现产品存在
安全风险问题，厂商迅速自行发起召
回；第二，厂商给予消费者正确的解
释，并对不同市场提供不同解决方
案；第三，舆论反应正常，并没给该品
牌随便“贴标签”。

其实，国外家电召回形式多种多
样：比如说，消费者使用过程中发现
问题，反馈、投诉，厂商召回；再比如，
厂商发现问题，主动要求召回；此外，
还有国家指定的相关机构发现问题，
要求厂商召回等等。值得注意的是，
国外家电产品出现问题，多数生产商
能主动召回；如进入强制召回阶段，企
业将受到重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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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TVOS2.0将普及
盒子已“哭晕”？

12月26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以下简
称广电总局）科技司、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信息
司，在湖南长沙举办“智能电视操作系统TVOS2.0
发布会暨TVOS2.0产业化规模应用启动仪式”。
据报道，广电总局将强制推广普及这一智能电视
操作系统，TVOS2.0或将“一统电视江湖”。

事实上，在发布TVOS2.0之前，广电总局早
已对自主研发的TVOS1.0在各有线电视网络公
司内强制推广。今年8月，广电总局扩大了TVOS
智能电视操作系统在有线运营商中的试点范围，
要求各有线电视网络公司所采购或集成研发和安
装的智能电视机顶盒等终端必须使用TVOS1.0，
且不得安装除TVOS外的其他操作系统。

对于广电总局发布新一代的智能电视操作系
统，有媒体评论称，“盒子彻底哽咽”。“相比
TVOS1.0系统，2.0突破了很多技术限制，这将加
速机顶盒应用的智能化。”有资深业内人士表示，
但想要成为行业唯一认定的系统，需假以时日，

“今后一段时间内，会存在安卓、阿里YunOS、
TVOS等系统共存的现象，最终决定谁能成为唯
一的系统，需要看用户体验和产品的创新程度。”

（每日经济新闻）

故障手机“非保机”
卖家推责“不管了”

北京消费者赵先生今年6月在1号店，花费998
元购买了一部由1号店自营的华为P6手机。11月，
手机出现黑屏、开不了机、冲不进电等现象。于是赵
先生去了清河的厂家售后维修点。这一检测不要
紧，工程师打开机器后竟告知手机并非原厂机，不仅
螺丝有缺失，就连封条也不是原厂的。工程师为赵
先生的手机开具了“非保修机器”的检测单。

按规定，这种情况不能保修，赵先生诧异，难道买
到的是一部翻新机？对此，1号店的卖家一开始表示
手机进货渠道正规，将调查是哪个环节出现问题。随
后又发来短信称，由于手机购买时间较长，没办法判
定该手机是否拆开过，所以不会进行任何处理。赵先
生不满这样的答复，几次拨打客服投诉均无果。赵先
生说，他被告知“换个地方维修，他们不管了。”

北京百瑞律师事务所李晓震律师认为，在手
机尚在保修期内，厂家开具了手机为“非保修机
器”的检测单，就可以证明商家出售的手机存在翻
新可能。因消费者按全新手机购买，则商家已经
涉嫌欺诈。 （北京晨报）

可充电“纸电池”
能折叠还防水

日前，瑞典科学家研制出一种“纸电池”，它不
仅能适时充电，而且还可随意折叠，并具有良好的
防水功能，听上去让人特别期待。

这是一种由纳米纤维素制成的材料，其外层
覆盖着一层溶解在水溶液里的带电聚苯乙烯塑
料。当这些纳米纤维覆盖上带电塑料后，便成了
厚度只有零点几毫米的纸电池。

虽然看上去身板很薄，但一张直径15厘米的
纸电池却能储存高达1法拉的电容，基本可和目
前市场上见到的超级电容电池相媲美。

与传统的电池和电容器不同，这种纸电池不
含有任何有害化学物质或重金属，而且防水性能
良好。同时它还具有纸张一样的柔软特性，甚至
能折叠成千纸鹤，这自然使其在下一代超薄、易曲
的电子设备中具有广阔潜力。今后，我们的智能
手机、智能手表和笔记本电脑有了这种纸电池，或
能让“英雄随时都有用武之地”。 （广州日报）

■ 萧清

2015年，家电行业整体步履蹒跚。然
而，彩电业却一枝独秀。

权威机构统计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
度，家电四大品类“三面失守”，冰箱、洗衣机、
空调的总出货量分别同比下降5.5％、5％和
1％。彩电业却逆袭成功，总出货量同比增长
16％。仅TCL一家的网络智能电视，1-11
月 销 售 量 就 达 635.3 万 台 ，同 比 增 长
34.34％。据报道，上周股市中家电行业涨幅
最高，达4.56%。从家庭消费的角度看，2016
年或许是“客厅经济”价值初步实现之年。

天道酬勤，彩电业年末现销售“彩头”，
绝非靠天吃饭。硬件方面，今年以来围绕
屏幕展开的“平薄”与“弯曲”之争，让几大
传统彩电巨头迅速按“两面”派站队，OLED
也好，激光电视也罢，体现在市场上，虽厮
杀激烈，却能良性互补，各赚各的卖点。内
容方面，小米、乐视等互联网电视“新军”深
入传统彩电业腹地，看似“折腾”不断，备受
质疑，但丰富了内容、降低了价格，搅热却
未搅乱市场，值得一提的是，在眼下“互联
网＋”的电视“战国时代”，他们的付出已逐
渐培育起用户为新型内容付费的习惯，后
续市场空间看高一线。

决策层近日三番五次强调，明年中国
经济将进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时
期。依笔者之见，彩电业的各路“好汉”无
形中已在实践这一指导方针，为明年铺了
一个厚实的底子，杀开了一条“血路”。如
此未雨绸缪，这般审时度势，加之多番努力
打拼，堪称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艰难之旅
的先行者。2015彩电业，为你出彩！

二孩政策明起全面实施，母婴家电市场悄然升温

小家电争当“奶爸奶妈”

2015彩电业
为你出彩！

听潮音乐播放器
你OUT了吗？

■ 本报记者 原中倩

随着二孩政策即将全面实施，不少
70后、80后家庭或将迎来家庭中第二
个孩子。面对繁重的工作和家务，父母
们怎样才能“分身有术”？婴幼儿家电
具有体积小、辅助性强、方便快捷等特
点，迎合了妈妈们爱孩子心切的各种育
儿需求，尤其是智能化的母婴家电，能
够有效减轻家务负担，成为二孩时代父
母的好帮手。

快捷又智能，妈妈超省心

在海口一家媒体工作的婷婷今年夏
天当上了妈妈，由于奶水严重不足，已经
给孩子断了母乳改喂奶粉。她告诉记
者，最累人的就是半夜起来给孩子冲奶
粉，如果稍不注意，奶粉就会冲得过热或
者过凉，孩子有时候饿得哇哇叫也来不
及喂。不久前闺蜜介绍了一款恒温调奶
器给她，这种采用电磁加热技术的调奶
器，可以实现快速加热，只需要1分钟就
可以完成120毫升凉开水的加热，能将
奶粉一键调试好，而且温度控制在最适
合宝宝饮用的40摄氏度，非常适合新生
婴儿家庭使用。

记者在海口国美电器卖场看到，海
尔、美的等家电品牌都有类似的恒温调
奶器出售，并且价格也不高，仅在一百
多元到几百元不等。据海尔小家电卖
场的销售员小王介绍，这种恒温调奶器
具有高灵敏温度传感器，不仅能够快速
加热，还可以确保加热到最适合婴儿饮
用的温度，使冲奶的过程变得更快捷更
省心，因此年轻妈妈特别喜爱购买此款
小家电。

随着宝宝长大，从喂奶阶段会进入
添加辅食阶段。虽然喂奶的负担减轻，
但如何更营养、更安全地为宝宝添加辅
食，也是许多年轻妈妈面临的极大困
惑。儿子刚满8个月的杨女士最近刚刚

购买了一款辅食搅拌机，它不但能够研
磨五谷粉，鲜榨果蔬汁，还能搅拌青菜
泥、鱼肉泥，甚至是肉末、碎菜。杨女士
开心地告诉记者，有了这款小家电，给宝
宝做辅食真的很“应时”，孩子吃得好，又
白又胖。

记者在小家电卖场看到，还有不少
母婴小家电也十分方便实用，比如恒温
水壶、智能母婴煲等，其人性化的设计让
新生儿父母用起来省心省力，价格也不
贵，几百元到一千余元价位的产品都有。

健康又周全，父母很安心

在海口国美家电卖场，记者随机采
访了几位正准备选购相关母婴家电的消
费者，除了快捷方便，大部分人也很关心
其安全性及科学性。

海口一家家电卖场的工作人员告
诉记者，某品牌的恒温调奶器，采用无
接触搅拌技术，通过磁力驱动搅拌头，快

速搅拌，使奶粉与水充分混合，并且独特
的搅拌头形状设计，保证快速搅拌，而且
奶粉不起泡沫。这种科学又安全的设计
就与众不同，也符合消费者对健康安全
的需求。

家有小宝贝，每天对各种奶瓶、奶
嘴、餐具的消毒工作必不可少。记者在
卖场看到，有一款多组合蒸汽消毒锅，
通过 100摄氏度高温蒸汽对奶瓶、奶
嘴、餐具等进行10分钟消毒，还可以通
过调节加热时间，对不同食物比如鸡
蛋、水果、蔬菜、鱼肉、牛肉、米饭等进行
加热蒸熟，这种小家电一器多用，健康
又安全，十分符合科学喂养的需求。还
有一款多维辅食搅拌机，通过不同形状
的杯体搭配不同形状的刀头，可实现不
同食物的制作，比如搅拌杯可以制作水
果泥、蔬菜泥，加上滤网并根据不同的
食材加入适量的水，可以实现榨汁功
能。而湿磨杯可以实现牛肉、鱼肉、肝
等的搅拌，制作肉泥、肝泥等。干磨杯
可以对较硬的食材进行打碎，磨制米粉
等，真的健康又安全。

消费提示

如今市场上的母婴家电品牌众多，
国外品牌功能较为齐全，但价格也较
高。而近年来不少国产品牌也逐步开发
了不少实用又安全的母婴小家电，价格
比国外品牌低不少，也不失为消费者的

好选择。但需要注意的是，有些厂家在
产品研发和生产过程中，往往只重表面
美观，而忽视了产品的安全性。因此消
费者在选购时应尽量选择家电大品牌或
者口碑较好的产品，并且在选购前多比
较多做做功课，根据自己宝宝的年龄需
求，选择性价比高的母婴小家电。

■ 本报记者 原中倩

海南进入冬季，家里的单冷空调“休
息”了，不过是不是就不用理睬它们了
呢？海口新艺家电维修中心资深维修师
傅吴小其提醒大家，为了来年家人的健
康，也为了延长空调的使用寿命，冬日该
给空调“洗个澡”。

吴师傅告诉记者，冬季清理空调，首先
要清洗室内机换热器上的脏物。如果脏物
将换热器风路堵塞，会影响热交换，导致制
冷效果下降，严重的还会烧坏压缩机。清
洗时，用吸尘器或长毛软刷，按散热翅片顺
向轻刷，除去附着的埃尘和脏物。其次，应
清洗过滤网。如果过滤网积污过多，可用
水或中性洗涤剂洗刷，但不能用50℃以上
的热水及强碱性清洁剂清洗，以免变形。

此外，要清洁室内机的面板。面板若
脏污较重，可使用由水稀释的中性洗涤剂，
先拧出布中的水，再进行擦拭，清洗完后彻
底擦干净机壳上的洗涤剂。将空调器功能
键选在“送风状态”下，运转3-4小时，让
空调内部湿气散发，保持机内干燥。

冬日给空调“洗洗澡”

服务指南

IT先锋

■ 本报记者 原中倩

要问时下的年轻人最离不开的除
了手机还有什么，大约就是数码音乐
播放器了。不管是跑步还是散步，旅
途还是工作、学习的闲暇时间，年轻
人喜欢小巧的数码音乐播放器不离
身，带着耳机，摇头晃脑地听潮音
乐。而市场上琳琅满目的数码音乐
播放器，哪些受年轻人的欢迎呢？记
者近日逛家电卖场和网上商城，为您
提供点参考。

要说数码音乐播放器，当然不得不
提到iPod nano。iPod是苹果公司出
品的系列便携式多功能数字多媒体
播放器，目前市场上主要有 iPod
touch 、iPod nano以及iPod shuf-
fle等，其中iPod nano最受时下年轻
人喜爱。近日，记者在海口的苹果产
品专营店看到，今年新推出的Nano 8

在外观上厚度只有5.4mm，其全新设
计的earpod耳机使音效超棒！它另
一个特点就是其长达30小时的超长
音乐播放能力。这款 16GB的 iPod
nano售价1148元，价格有点贵。

除了苹果，国产品牌也有不少性
价比不错的数码音乐播放器可供选
择。记者在当当网看到，iFound（方
正）有几款多功能数码音乐播放器扩
音 器 ，支 持 高 端 解 码 芯 片 ，支 持
MP3、WMA、WAV等全格式音乐文
件，而且产品都采用精致 LCD屏设
计，美观时尚，也可同步显示歌词和
各种工作状态指示，价格仅在200元
左右，性价比较高，不失为学生族的
好选择。还有一款深圳生产的澳维
力MP5播放器，支持多任务功能，能
边看电子书边听音乐，还支持TXT
格式电子文档阅读，可以把未读完的
文章拷至U盘内，随时阅读，价格也

仅在200元左右，很适合喜欢听音
乐和阅读的年轻人。

不过，有听力方面的医学专
家提醒，尽量不要连续长时间
使用耳机听音乐，每天使用
耳机的时间最好不超过
2-3个小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