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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靠干不靠喊
■ 萧清

近日，据《华尔街日报》报道，2015年华为全
年收入比前一年增加 35.3%，智能手机出货量突
破1亿台，全球市场份额排名第三，仅次于苹果和
三星。这让笔者想起华为掌门人任正非多年前说
过的一句话：“不创新就会被别人灭。”

最近，不少家电制造商忙着开年会。笔者注
意到，有些“当家人”在新年致辞中，屡屡提及“创
新”，但是演讲稿很长，最后也令人不解其创新点
何在。既然如此，何必矫情，不如对经销商和员工
们多说点感恩祝福的话更实在些。

什么才是创新？任正非后来的话，却往往被
忽视了：“员工要在主航道上发挥主观能动性与创
造性，不能盲目创新，四面八方都喊创新，就是我
们的葬歌。”华为走到今天，不搞金融，不炒房地
产，不玩多元化，最终其核心竞争力让美国同行也
敬畏三分。

进入2016年，在国内传统家电业，产能过剩之
难关和转型重组之机遇并存。如何改变现状？若
无核心技术，仅靠象征性地发力互联网，无异于自
说自话、自毁长城。放眼近期日韩电子制造业频繁
的转型动作，无不是“集中优势兵力”向核心技术转
移。依笔者之见，对于家电厂商而言，应慎言“创
新”，勿动辄空喊口号，因为创新的本质是技术，它
植根于优秀的企业文化。有见识的企业应像华为
那样，“咬住”技术不松口，一路坚守“工匠精神”。

3C
时评

■ 本报记者 张婷

对于不少消费者来说，过年的快
乐之一，就是一家人围着电视看春节
联欢晚会。猴年快到了，怎能少了一
款高品质的电视呢？海南日报商业周
刊记者走访家电卖场，为你探一探节
日前彩电市场有何优惠。

品类多画质靓，你中意哪款？

“我家电视已用好几年，款式、画
质和清晰度都落伍了，儿子说同学家
的电视还能连上互联网看网络视频，
这不打算着在春节前换一台，没想到
有这么多款，得好好研究一会儿！”在
海口新华南路一家大型家电卖场，市
民吴女士正在电视专区转悠，并向销
售人员询问一款彩电的功能，一时半
会还拿不定注意。

记者在这里逛了一圈发现，曲面
电视、智能电视、互联网电视、4K电

视……各种品类琳琅满目，难怪吴女
士摸不着头脑。“市场最近比较流行
曲面电视，相对平面电视来说，大屏
幕的曲面电视不仅款式个性化、给客
厅增色，还采用独特的环绕式设计，
体验音画质时临场感很强。”销售人
员指着一款55英寸的海信曲面液晶
电视对记者说，“就以这款为例吧，它
的屏幕分辨率高达 3840×2160 像
素，音响支持DTS 5.1 解码，您感受
一下，这种环绕式的视听效果是不是
挺震撼的？”

除了高清晰的4K电视，记者还
发现，在各类所谓的可以上网、享受
网络资源的互联网电视前面，也有不
少消费者围观。“早都想换一台互联
网智能电视，我虽然不太喜欢看电视
节目，不过每天用电脑的时间够多
了，休闲时间还是要跟家人一起看看
大屏幕的电视，快过年了，听说家电
优惠力度大，就来买一台。”海口市民
王先生正在仔细比较长虹和创维的

两款互联网电视。

价格着实给力，你心动吗？

记者看到，一款39英寸的长虹
网络互动 LED电视，不但可以将手
机、平板上的内容完整投射到电视屏
幕上实现无线分享，还可以将游戏同
步到大屏上与家人一起玩。工作时，
无需投影仪，只需将文件用移动设备
打开，就能同步到电视大屏，还有20
万小时的海量影视资源可以尽情选。
您猜这样一款智能电视需要多少钱？
国美新春优惠价只需要1599元。

记者在走访中，看到不少家电卖
场的彩电区域人头攒动，原来价格着
实给力。信兴电器最近举行“迎新彩
电节”，全场电视打7折后，有的品类
及款式最多降3000元。一款40英寸
LED电视给出1499元的年货价，一款
65英寸LED电视也只需要4999元。

不仅实体店里激战正酣，线上电

商优惠也很实在。国美在线联合各
个品牌，分别举行彩电特惠品牌日。
原价3999元的海信50英寸炫彩4K
电视，活动当天直降 1000 元，只需
2999元。专为大客厅设计、采用3D
降噪技术的海信65英寸智能电视也
才 5799 元。京东家电商城也不甘
落后，42英寸TCL内置WiFi互联网
电视仅1799元，消费者最长可以选
择分24期的付款，包上手续费每期
不过83.95元，就可以抱大彩电回家
过春节。

“我是有备而来的，之前上网了
解了几款自己心仪的电视，并记下了
价格，现在到实体店里看看，想现场
感受一下它们的画质和外观。不过，
我发现这里不少产品的价格，和网上
没啥差距。”陈女士一边逛彩电卖场，
一边拿着笔在自己的小本上勾勾画
画，“我已经拿准了，就买长虹这款
了，不是说这周末还有彩电节嘛，到
时候再下手。”

恁多好彩电恁多好彩电，，怎能视而不见怎能视而不见？？

万万““视视””俱备俱备，，你看上谁你看上谁

■ 见习记者 丁平

春节的脚步渐近，相信很多本地
朋友开始置办年货了。近日，海南日
报商业周刊记者在海口走访了一些电
器卖场和数码商城，发现几乎所有商
家都像上了发条的钟表似的，货备得
充足，为春节促销季放手一搏。不过，
消费者想买得放心，还需瞅仔细了。

探市
智能手机一枝独秀

“进入一月份，来看智能手机的客
人比平常多了一半，一周大概有一百
来单生意，一些耳机、手机电池等配件
的销售量也提高了。”海口龙昆南路一
家数码店的老板告诉记者，原本过来

买数码产品的多为大学生、外来务工
人员。进入年关，消费者里中学生甚
至小学生也多了起来。

海口市某商贸公司王经理告诉记
者，相比其他电子产品，数码产品更新
换代快，尤其是手机价格调整周期较
短，“春节前，有些消费者很想换一下
新款手机，有的则是来看看店里有没
有促销活动，发现实惠的产品也会心
动出手。”

记者走访发现，以往势均力敌的
新年“三大件”已失衡，功能齐全的智
能手机几乎一枝独秀，原本红极一时
的数码相机、手表如今少人问津，而笔
记本电脑也不如平板卖得好。

王经理表示，现在智能手机越来
越“能耐”，携带方便，拍照、通讯、娱乐
都不耽误，“我们这里卖得最好的数码

产品就是手机和iPad。而且智能手
机的价格越来越便宜，非品牌的三四
百元就可以买到。”

“我又不玩专业的，买一部好点的
智能手机，就不用买数码相机和笔记
本了。”前来购买手机的王女士说。

提示
擦亮眼睛看清再买

不过，记者在走访过程中也注意
到，市场上有一些促销的数码年货，并
非全部如促销描述的那样“超值”。

在国兴大道某数码商店，记者注
意到，一款品牌笔记本电脑正在搞促
销。宣传牌子上描述，它搭载了酷睿
双核i5处理器、4G内存、高性能的独
立显卡，以及Windows 10操作系统

等，促销价仅3499元。知名品牌加上
较高配置，性价比如此之高，不禁让记
者也心动了。然而，记者仔细研究该
台笔记本详细配置后，却发现商家的
宣传并未提醒消费者，这款笔记本宣
传的高性能独立显卡仅仅是入门级别
的，而且没有光驱等配置。

线下促销有“讲究”，线上服务如
何呢？在某电商网站上，记者购买了
一台打折的笔记本电脑。收到产品
后，发现只有笔记本电脑，而没有鼠
标、耳机等配件。之后，记者在海口一
家数码商场配齐了这些常备设备，又
花了几百元。

琼州大道某数码店的李姓店主告
诉记者，数码产品的促销“花样”很多，
选购时要看清配置参数，并核实是否
为原装产品，擦亮眼睛看清再买。

国美试点
能效标识二维码

日前，由国美电器与中国标准化研究院联合
推出的能效标识二维码经销商专区，将登陆北京
国美马甸鹏润店，届时，消费者“扫一扫”，就能直
观了解产品能效信息。

能效标识制度是我国的一项强制性节能减排
举措，制度通过标示产品的能源效率等级、能源消
耗量等指标，为消费者的购买决策提供必要信
息。传统的家电能效标识标签上呈现的信息有
限，且多用专业术语描述。通过扫描产品左上角
的能效标识经销商二维码，消费者不仅能查询家
电备案时间、型号、能效等级等信息，还可简单易
懂地了解家电产品的用电量等能效信息，查看门
店平面地图，了解最新优惠活动及明星产品，更可
与家电专家一键通话。 （京华时报）

CES过罢

海南今年家电
市场会流行啥？
■ 本报记者 刘操

2016年国际消费电子展（CES）于美
国当地时间1月9日落下帷幕。展会中，
有1300余家中国企业参展，参展范围包
括家电、智能硬件、可穿戴设备等。海口
家电行业资深人士表示，每年的CES都
是全球电子技术的风向标，各家公司都
会拿出重量级产品参展。从这些产品
中，必能窥探出2016年国内家电消费市
场的流行趋势。按照以往的情况，这些
产品也有望年内在海南市场上出现。

电视机，一直是CES上家电品类中
的主力军。今年CES的热词恐怕就是量
子点电视了。量子点是一种前沿科技纳
米材料，它的特殊光电特性，使其应用在
电视显示技术上之后，能使电视呈现出
更佳的成像色。在海口新华南路某家电
卖场，TCL专柜的销售经理告诉记者，
TCL这次在CES上首次发布了QUHD
量子电视，“这款电视采用无机纳米晶体
形态的‘晶粹’量子显示材料，直径只有
2-10纳米，具有超高色域显示、颜色表
现纯净、色彩控制精准等独特优势。相
信量子点电视不久将在海口面世，只是
目前可能价格不菲。”

智能家居则更受年轻人欢迎。在本
届CES上，海尔带来了外观模仿《星球大
战》中的机器人造型开发的R2-D2冰
箱，机身内装有一台小型电冰箱。它除
了能让饮料保持清凉之外，还可以在遥
控器指挥下，像电影里的机器人一样四
处移动，给你递送饮料。

三星发布了一款安装了Tizen系统
的智能冰箱，可以查阅日历、照片、天气、
网络视频等，还能监控冰箱内温度和湿
度。海信带来了“语音控制”的智能家居
解决方案，通过手机、电视遥控器、智能
音箱等交互设备可以实现对家庭其他设
备的操控。例如使用电视遥控器便可通
过语音指令打开窗帘和灯光、启动洗衣
机等。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一些海口年
轻的白领人士对智能家居相当感兴趣，
表示等这些新品上市准备一试。

■ 本报记者 原中倩

近日，海南接连出现阴雨天气，有
些消费者家里的电视机，经常出现“噼
噼啪啪”的声响，甚至突然就坏了。遇
到潮湿天，该如何为家电防潮？为此，
海南日报商业周刊记者采访了海口华
发家电维修中心的李开礼师傅，请他
给大家支支招。

潮湿天气不只电视“娇气”

家住海口海甸岛的周女士告诉记
者，自己家的某名牌背投电视才购买
一年多，上周碰到潮湿天气的时候，大
屏幕像是蒙上了一层雾，擦都擦不干
净。但前天晚上开机后，一开始都还
正常，没想到，刚看了半个多小时，图
像突然变形，然后电视“罢工”了。她

请来家电维修工，一查才知道，是因为
一段时间不常开启电视，恰逢冬季潮
湿天而出现线路故障。

李开礼师傅说，如果电视开机后呈
现有声音没图像或图像模糊，这是电视受
潮后的常见情况。如遇电视开机后发出

“啪啪”的放电声，且闻到机壳里发出焦
味，要及时切断电源并联系维修人员。

李师傅还说，许多人可能会认为洗
衣机应该不存在防潮问题，殊不知现在
的洗衣机大多采用集成电路来控制程
序，一些高端的型号还设有感应装置，
它们在潮湿的环境下工作同样会“生
病”。除此之外，电脑、空调、音响等家
电在潮湿天也难免有些“娇气”。

家电最好每天用用

海口的张小姐说，近日出差半个月
回来，打开电脑发现显示器发出“啪啪”
声，她很担心是不是电脑内部出了问题，

只好拿到海口DC城维修。维修师傅检
查后告诉她，由于近来海口雨水多、空气
湿度大，显示器受潮出现“啪啪”声及图
像不稳定属于自然现象，没啥大碍。

李师傅说，家电受潮，不仅影响其
使用寿命，严重时甚至会对人体造成
危害。简单的方法是，每天开一次，最
好使用半个小时，基本能起到防潮作
用。此外，他还给我们支了几招：

电视：电视机后面有很多的小孔，
灰尘会通过小孔进到电视机的内部。
如果遇到潮湿的天气，灰尘和潮气结合
在一起，容易导致元件短路或漏电。平
时要请专业人员清除电视机内的灰尘。

电脑：电脑应放置在离地面至少10
厘米的地方，每天都要让电脑通电一段
时间，但过分潮湿时不宜开机，以免使电
脑内部线路发生短路。在潮湿的环境
下，不使用电脑时，可用电脑罩套上。

空调：出于防潮或机器保养的需
要，冬日不用时也应定期开启空调，每
次约1个小时，把温度调低些，这样就
能达到保养机器的作用。

洗衣机：千万不要以为洗衣机跟
水打交道就不需要防潮！久处潮湿环
境的洗衣机很容易发霉，霉菌附在衣
服上对皮肤有害。所以，洗衣机最好
不要放在浴室等较潮湿的房间。洗衣
机一旦受潮，在脱水时会有强烈的噪
音，严重时有漏电危险。洗衣机放置
于潮湿屋内需加防湿罩，脱水管的积
水要及时排净，此外，洗衣后打开洗衣
机盖并保持通风也很重要。如果洗衣
机在潮湿季节出现故障，要暂停使用，
请专业维修人员进行维修。

春节促销季，商家有“季巧”

买数码，莫当马大哈

微信公众号
将推“应用号”

1月21日，微信将迎来5周岁的生日。日前，
“微信之父”张小龙首次公开演讲，宣布微信公众
号将推出“应用号”，通过公众号完成一些App的
部分功能。

据悉，当用户关注了一个“应用号”之后，就相
当于安装了一款App。在“应用号”内，用户就可
以实现App的一些基本诉求。例如，目前许多用
户会选在微信钱包中可以买机票、火车票，而不是
去下载一个并不常用的买票软件。张小龙表示，

“应用号”可以为用户带来两大好处，一是手机上
可以少下载安装一些软件，平时打开频率不高的
软件，可以用“应用号”代替；二是换手机时，无需
重复安装软件。

针对业界质疑“微信商业化不足”，张小龙说：
“我们要考虑的是怎么样更高效率帮助用户完成
任务，而不是让用户在微信里面永远都有处理不
完的事情。”腾讯的相关负责人介绍，“应用号”这
一设想，最快将于年内完成、上线。（北京青年报）

开
栏
语

阴雨天倾“潮”出动 小心家电发“风湿”

春节前，家电数
码产品促销大战已鸣
金开锣，哪些卖场扎
堆送好礼？如何买更
超值？海南日报 IT
家电周刊从本期开始
直至春节，为海南消
费者推出“3C年货乐
淘淘系列报道”，给您
奉上一场多品类“3C
产品闹新春”盛宴。

在此，我们也真
诚欢迎本地各大卖场
商家积极地与本刊互
动，以实惠的价格、看
得见的质量和贴心的
服务，一起向海南广
大市民拜早年！

家电
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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