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便宜有好货，千元机挺值

“因为工作原因，今年可能一个人在
海口过年了，刚好前两天洗衣机坏了，想
买一款性价比高点的洗衣机，一千元左
右、功能够用就行。”湖北姑娘小李在新
华南路某家电卖场内逛了老半天，一款
海尔5.5公斤全自动波轮洗衣机吸引了
她的注意。

销售人员介绍，这款机子整机免费
保修三年。别看价格低，但性价比不
错。它也能“量”衣重，自动调节合适的
用水量、洗涤程序，还比较省水省电。
让小李喜出望外的是，它不仅可以漂甩
二合一，漂洗、甩干一步到位，还有一键
桶干燥！内筒高速气流风干内外桶残
留水分，防止发霉，最近海口气候比较
潮湿阴冷，对于她这种常加班加点的打
工族，这款洗衣机够贴心。“功能这么
全，没想到只要799元，真的挺出乎我
意料的。”小李满意地交了款，就等着新
洗衣机送上门了。

价高能耐大，机“智”惹人爱

除了性价比高的低价洗衣机受到消
费者青睐外，记者还发现，越来越多的消
费者对于洗衣机要求“上档次”了。

“这款松下全自动波轮洗衣机，9公

斤超大洗涤容量，不但有时尚LED触摸
屏外观靓，还有先进的PTC冷凝式烘干
功能，即洗即干，无惧阴雨天。其具有的
95摄氏度高温煮洗，还有助于去除衣物
上的致病源。针对不能煮洗的材质，常
温下通过蓝光作用，阴离子和羟基自由
基双重除菌更有效。”销售人员告诉记
者，这款洗衣机与普通洗衣机相比搭载
了全新的2.0泡沫发生器，放入泡沫发
生器的洗涤剂在进水的同时迅速转化成
丰富而细腻的泡沫，洗涤开始阶段洗涤
剂就可有效地发挥洗净力，从而节省了
洗涤前浸泡衣物的时间。这款洗衣机不
到2500元。

在另一家家电卖场，记者看到一
款售价4299元的西门子8公斤变频滚
筒洗衣机，吸引不少消费者围观。除
了高温杀菌等高端功能外，它还能按
照如衬衫、雪纺、内衣、窗帘、羽绒服等
衣物种类、质地，搭配不同温度的水温
进行精细洗涤，对内衣也能模仿手
洗。由于采用了无刷电机，在缩短洗
涤时间节约用电的同时，也大大降低
了洗衣噪音。

而这款 5799 元的 LG8 公斤 DD
变频滚筒洗衣机，价格、功能均属于

“高大上”级别。该机采用了速净喷淋
模式，多条水流交互喷洗，既带来前所
未有的强力洗涤，漂洗时还能深层去
除残留洗衣液。高温蒸汽模式，则产

出的细小高温蒸汽分子，渗透衣物纤
维，有效减少衣物褶皱的同时软化和
柔顺衣物，除去多种有害细菌，是真正
的健康洗涤。

波轮？滚筒？适合才好

在走访多家卖场的洗衣机专区中
记者发现，许多消费者往往在到底选波
轮式洗衣机还是滚筒式洗衣机上面，纠
结不已。为此记者问询了一些业内资
深人士。

有业内人士告诉记者，波轮式洗衣
机的优点一是节电，一般情况下单次清
洗耗电量不超过0.5度电；二是常温水
温下洗净率较高，而滚筒洗衣机是水温
加热洗净率更高；三是价格相对较低。
但是波轮洗衣机的缺点是有衣物缠绕现
象，且耗水量较大。

相比之下，滚筒式洗衣机因采用控
制水量的节水技术，用水量比较节省，且
不伤衣物。现在的滚筒洗衣机大都具备
洗涤、脱水、烘干的“三机一体”功能，从
洗到烘一次完成，免除取衣再烘衣或晾
衣的麻烦，更加方便。缺点是除了常温
水温下洗净度稍低，还有价格较贵，耗电
也更高些。

常言道，萝卜青菜各有所爱，适合自
己的才是最好的，消费者还需要根据实
际情况量力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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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家电存在售后盲区

软件不在三包范围
“我家之前买了一台智能电视，但是电视经常连

不上网络，虽然电视和手机用的是相同的系统，但电
视的操作系统繁琐、反应迟钝，菜单和操作方式都十
分繁琐，还经常出现卡顿。联系了售后服务后得知
软件并不在保修之列，需要另外交纳软件调试费。”
日前，连云港市民周先生反映，智能家电中的软件不
在“三包”范围，智能家电售后服务有盲区。

某知名品牌智能电视的销售人员说：“与很多手
机一样，国产品牌的智能电视多采用安卓系统，因其
系统成熟、使用广泛。销售时我们给用户做一次免
费调试软件的服务，但后续并不提供软件保修服务，
因为系统问题一般不属于电视质量范畴之内，这和
电脑类似，只对于硬件有一年的保修期。”据了解，目
前市场上绝大部分品牌都是如此。 （连云港日报）

买台乐视 乐不起来
35位消费者状告乐视“欺诈”

由于在乐视商城订购的乐视超级电视“X-
50AIR（张艺谋《归来》艺术版）”被换成另一款型
号“超3X50”，35位消费者日前将乐视公司起诉
至法院。

去年9月19日，乐视公司举办“黑色919红
色乐迷节”，当天，乐视商城等平台销售的乐视超
级电视、超级手机全都降价500元，现货开放销
售。多名消费者看到乐视商城的广告，称购买乐
视8年全屏会员，赠送一台“X50AIR（张艺谋《归
来》艺术版）”超级电视，感到很划算，当即下单购
买。然而，他们最终收到的却是被更换了型号的

“超3X50”超级电视。这款电视虽然芯片升级为
MSTAR6A928处理器，但是ROM(机身存储)容
量从16G降低到8G，扬声器功率从40W降低到
20W，扬声器数量从5个降低到4个，原本赠送的
超级遥控器也被取消，手机/PAD遥控功能也取
消了，卡拉OK接口也取消了……

在维权无果的情况下，有35位消费者以乐视
未按约定履行合同，已构成欺诈为由，将乐视控股
(北京)有限公司、乐视网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
公司、乐视致新电子科技(天津)有限公司起诉至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要求退还购货款，并给予
消费者货款3倍的惩罚性赔偿，法院受理了该案。

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副院长苏号朋表示：目
前对欺诈的定义有两种，一种是主观说，即要求实
施者有主观的故意;另一种是客观说，只要实施者
有某种行为，即可构成欺诈。一般来说，这是指在
合同签订过程中的行为。从司法实践来看，根据
这两种观点判定欺诈的判例都有。如消费者未得
到有效告知即被更换了商品型号，则经营者涉嫌
欺诈;如果经营者有效告知消费者将更换型号，但
消费者未同意，经营者仍提供非合同中约定的商
品，则涉嫌合同违约。

中国电子商务协会政策法律委员会顾问乔聪
军表示：经营者收取货款后没有按照约定给消费
者提供商品，属于国家工商总局发布的《侵害消费
者权益行为处罚办法》认定的欺诈行为。而且按
照规定，只要有这类行为即可认定为欺诈，无需证
明经营者是否故意。 （任震宇/中国消费者报）

旧家电网上卖
支付宝可收款

多数居民都会把废旧家电卖给楼下的“收买
佬”，但这些回收的家电如果没有得到很好的处置，
会存在翻新后再卖到农村或者私自拆解污染环境等
问题。去年广东仅四成废旧家电由正规企业处置，
为此广东省环保厅日前宣布，今年拟建固体废物电
子交易平台，“正规军”有望进入小区回收旧家电。

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我们将通过这个服务
平台，让居民家损坏和报废的旧家电，马上有专人
来收走，可以通过支付宝等付回收款。我们还将
出台具体配套实施细则，如收集线路如何设置、如
何协调小区物管等等，希望能建成‘一条龙’体系，
将废旧家电从回收、运输到集中拆解处理的全过
程纳入监管，杜绝地下拆解。” （广州日报）

■ 本报记者 原中倩

连日来，一场自北向南全面袭来的
强冷空气，让海南的大部分地区一下子
坠入了寒冬，气温一度骤降至10度以
下，还伴随着大风和降雨。要度过这种
严寒天气，除了多穿些保暖的衣服和多
盖被子，在家里借助取暖设备来保暖也
很重要。冬季取暖家电都有哪些？如
何选择合适的取暖设备呢？不妨随海
南日报商业周刊记者一起，到海口的电
器卖场看看。

取暖“神器”椰城热销

记者在信兴电器城看到，门口最显
眼的地方摆放着各式各样的电暖设备，
比如电暖扇、红外线取暖器（俗称“小太
阳”）、热风机、电热油汀、暖脚机等，前来
咨询购买的市民也很多。据该电器城的

营业员介绍，最近气温下降，而且是几十
年一遇的低温天气，因此，这两日来买取
暖设备的顾客很多。不过商场在这次降
温之前也未雨绸缪，备了不少货，包括冷
暖两用空调、各式电取暖器、电热扇等
等，都是往年畅销的品种，价格从几百元
到几千元不等，“比起几千元的冷暖空
调，好卖的还是几百元的电暖器，因为毕
竟海南冷的时间不长，空调的制暖功能
利用率不高。”

海口市民陈女士告诉记者，看了天
气预报，知道这几天气温会降到很低，怕
家里的老人和孩子顶不住，因此打算购
买两台电暖机，价位在几百元就好。

选择电暖器 咋选才适合

记者在走访中发现，目前海南市场
上的电取暖设备主要包括红外线取暖
器、电暖扇、热风机、电热油汀等。这些
电暖器主要利用空气流动学原理，以大
面积空气微循环的方式导热，室内无可
感气流，其电能转换成热能的瞬间即被
释放到空气中，使整体空间的温度
在短时间内均匀上升。

不少电暖器有以下优
点：分室控温，控温随意；

“面”式散热，散热效果
好；采暖舒适安全，

并且安装简便。
如果是家庭经济状况较好的，不妨

可以考虑安装冷暖空调。以往大家可能
都会认为冬季用空调取暖挺费电的，但
有专家表示，要达到同样的取暖效果，电
热油汀的耗电量大约是空调的一倍。据
了解，像红外线取暖器、热风机、电热油
汀的功率一般都在1000瓦左右，但它们
能“照顾”的地方比较有限，且升温速度
比较慢、热度不易持久。而同样功率为
1000瓦的空调，可以很快让整个房间暖
和起来。

使用电暖器 几点要注意

冬季取暖除了要有良好的取暖效
果，现在的人们也越来越注重冬季取暖
设备的安全性和健康性。电暖器的电
源必须使用合格的、带地线的三孔插
座，否则会有漏电的危险；使用电暖器
要注意安全距离，由于电暖器在运作时
机体温度很高，所以尽量要离人体1米
左右的距离；当居室中无人时，一定要
把电暖器电源拔掉；尤其要注意，别把
衣物、纸张等易燃物品，直接覆盖在电
暖器的表面。

据了解，格力、美的、奥克斯等品牌
的电暖设备，大多有智能温控、镂空散热
片、过热保护、倾倒断电等功能，
质量比较有保证。

未来家电
“智”者生存

■ 萧清

日前，中国家用电器协会发布的《中
国家用电器工业“十三五”发展指导意
见》显示，未来五年，更加注重智能化和
个性化的“80 后”“90 后”将成为消费主
力军。由此看出，中国家电产品“智”者
生存的时代将水到渠成。

届时，每一台推向市场的家电产品，
将不仅仅是部分展示智能特质，或者局
部具备智能化元素，而是从设计到制造，
从渠道到服务，都离不开智能。这意味
着，真正的智能家电由点及面、从理念直
至整体，都贯穿智能，而不像传统家电产
品那样，只在金字塔形状的产品结构要
素顶端，加一点智能点缀，也无需靠兜售
某种智能“噱头”吸引消费者。

在设计研发方面，以智能为前提、以
消费者为中心、以环保为准则的家电，将
全面上位。其实，厨电已尝试捷足先登，
比如老板推出的吸油烟机集成了很多菜
谱，可实现烟灶联动完成智能化的厨房
炒菜过程，方太联合京东发布全球首套
云智能厨电产品……所以，早做“智者”，
自然先摘“桃子”。最新数据显示，2015
年，中国家电行业整体规模为 15300 亿
元，其中厨电的市场规模就达到了 690
亿，同比增长10.5%，在冰箱、彩电、空调
等品类出现负增长的情况下，成为家电
行业当之无愧的“明星”。

同时，消费者不用再为质量操心，因
为智能中已涵盖质量。据了解，到“十三
五”末，主要家电生产企业将普及工厂自
动化，以及工业机器人在家电生产过程
中的应用，15-20 个工厂将率先完成智
能化改造，并达到平台化、模块化、标准
化的智能制造水平。

在售后服务方面，家电商将通过互
联网优化服务体验，探索服务创造价值
的新商业模式，整合产品全生命周期数
据，形成面向生产组织全过程的决策服
务信息，为产品优化升级提供数据支撑。

丛林法则，适者生存，大自然如此，
市场经济亦如此。在笔者看来，家电业

“智”者生存的趋势已不可逆转，谁不涉
足谁出局。

天气出现 家电捡个
取暖器不再坐冷板凳

多款洗衣机 等你 盈门

80后、90后成消费主力

3C卖场抢吃“青春饭”

3C
时评

■ 本报记者 张婷

过了腊八就是年，按
照中国人的习惯，农历新
年前每个家庭都要大扫
除，若想从内到外辞旧迎
新，大清洗是免不掉的。
此时，一台好用的洗衣机
无疑帮您大忙了。今天，
海南日报商业周刊记者就
为大家推荐几款不同价
位、各有特色的洗衣机，让
你在即将到来的年前“家
务大战”中游刃有余。

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洗

本报讯（见习记者丁平）80后、90
后已成为消费主力。这两代人在选购
产品时有个共同的特点，不仅注重产品
的性能，更关心产品的人性化、个性化
功能。春节临近，海南日报商业周刊记
者走访海口多家3C卖场发现，除了传
统的促销手段外，众多卖场正使出浑身
解数来吸引“新生代”。

消费者：我的家电要有个性

在海口龙昆南路一家家电商场内，
打算结婚的王先生小两口看中了一款
知名品牌的智能吸油烟机。

“现在买部好点的手机都得几千
元，好一点的吸油烟机售价上万元也能
理解。”王先生说，“这款产品不仅显示
屏高端，还有这么多菜谱，在家做饭时
可以边看着学边烧菜，免烹饪学费了。”

“春节前，这款智能吸油烟机销量
占到我们商场吸油烟机销售量的45%，
这显然与年轻的消费群体有关系。”该
家电商场王经理分析。

如果有一天，家电都能识别语音，
追求潮流的80后、90后能不喜欢吗？

“当我两只手炒菜时，希望能同时用语
音操作其它电器。”海口某事业单位的
80后白领吴女士对记者说，“做饭时手
上经常有水，走来走去操作电器不仅不
安全，也不卫生。”

卖场：拿什么吸引年轻的心

市场会第一时间反映消费主体的
变化。记者在一些数码卖场走访时发
现，不少新品都在“扮俏”。在一家笔记
本专柜前，记者看到除了传统的黑色笔
记本外，还有红色、黄色等，“如果不满

意，还可以进行外观改装，比如贴一些
好看的贴膜。”该专柜销售人员说，“80
后、90后消费者更倾向于购买外观有个
性的产品。”

如何抓住80后、90后消费者，已成
为传统家电商场在转型过程中面临的
一大挑战。在海口国兴大道某家电商
场，刘经理对记者表示，现在商场除了
注重家电的效用、价格等方面的宣传，
也更注重推出外观设计、智能化等方面
有新意的产品，“过去千篇一律的外观、
异曲同工的功能已经不能吸引80后、
90后消费者的关注。”

此外，渠道的变化也是一个不小
的挑战。过去，不少家电商场都是以
实体店为主，以专柜或者门面销售产
品。而互联网伴随着年轻一代成长，
传统的家电商场应转变思维，有效打
通线上业务。

无底冻 大热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