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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天 !

,

月
*(

日 "#海南国美全新
包装打造的$店王%海府店将在市民翘
首以盼中盛装开业&位于海秀大道与海
府大道交汇处的国美海府店是海南国
美$店王之王%#同时也是整个海南家电
市场的标杆旗舰店&

明天的开业盛典#海南国美筹备了
万件低价特价产品'空调(冰箱(彩电品
类占整体采购的

-(.

以上&在强大货源
的支持下#海南国美全省

+

大商城同贺
店王开业#把全线家电价格平均降幅达

/(.

#最低
-

折起售#强势拉低海南家
电市场整体价格&

空调战高温 节能空调
)*++

元

店王开业期间#全球各大空调厂家
纷纷加大了对国美的支持力度# 小

'0

空调#店王劲爆价
11(

元#小
'0

节能空
调国美补贴

2((

元#店王价
'-++

元)正
'0

变频节能空调国美补贴
''((

元店
王价

'1++

元# 且全场买空调在特价基
础上国美加倍补贴

'((

元# 再送微波

炉(电磁炉(电水壶等豪礼&

见证!店王"低价奇迹

!"

寸液晶跌破
"###

元

店王开业期间# 全场彩电再次全场
疯狂放价#降幅再创新高&

/*

寸液晶率
先跌破

*(((

大关# 店王价
'++1

元& 同
时#为了加大对国家$节能产品%的推广#

海南国美联手康佳彩电# 特别向市民推
荐节能

-1.

的
2,

寸全高清液晶彩电#店
王价

,3+(

元#针对多款
/3

寸(

2*

寸(

23

寸液晶电视全线横扫价格低线# 最高直
降

/(((

元#国美再加送
'+

寸液晶(

,

件
套豪华音响以及手机等超值赠品&

冰洗低价热卖

节能!家电下乡"冰箱仅售
,-+.

元

笔者获悉#店王开业期间#海府店将
放量

'(((

台超低惊爆抢购机&冰箱方面'

容声(海尔(美菱等多款三门冰箱齐齐跌
破

/(((

元以内#最低
*2++

元&同时#国美
积极响应国家惠农政策#重点对$家电下

乡%机型进行优惠'容声
',-

升节能冰箱#

下乡价
'-+(

元# 海尔
'+,

升一级节能冰
箱#下乡价

'1++

元#西门子
'+1

升双门冰
箱# 下乡价

*/-(

元等& 洗衣机最高降幅
-(.

# 小天鹅全自动洗衣机仅售
+++

元&

另外
/4

产品针对开业活动# 特别向市民
推荐'卡西欧

'('(

万像素数码相机#店王
价

++(

元# 三星大屏幕智能手机
53'1

#店
王价

'2++

元# 性价比之王惠普笔记本电
脑#店王价

/111

元加送
*#

优盘
6

迷你音
箱等更多特价机型等您明天来抢购&

/0

寸液晶彩电跌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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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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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故
'

+

*((*

年
'*

月
3

日# 消费
者王某家中使用

+

年的烟机中午做饭
时突然起火# 事后经有关部门鉴定#其
烟机已超过使用年限#属$超龄服役%#

生产商不负质量责任&

*事故
*

+

(1

年寒冬#大连#热水器
爆炸造成王某一家三口死亡的惨剧##

夺走他们生命的是一台老式热水器&年
久失修的热水器无异是一颗$炸弹%&

超龄电器成厨房隐患

据质监部门的质检专家介绍'$,国
家燃气灶具安全管理规程-等行业法规
有明确规定厨卫电器安全使用年限#一
般是

-

至
1

年& 也就是说#使用超过这

个年限# 将有很多的不安全因素存在#

需要及早的更换& 据不完全统计#现代
城市中有

/(7

的家庭厨卫电器属$超龄
使用%# 特别是少数住房更新慢的二级
城市#情况尤为严重& %

常用电器的超龄使用会带来很多
的安全隐患'

!

元件老化(危险燃烧'人工燃气灶
具使用

,

年( 天然气灶具使用
1

年后即
需报废&零部件的锈蚀(磨损会导致燃气
灶漏气(燃烧不完全#废气中的一氧化碳
超标等问题#有发生火灾的危险&

!

超龄使用(安全不保'根据,家用
燃气燃烧器具安全管理规定-# 家用人
工煤气热水器和天然气热水器使用寿

命分别为
,

年和
1

年& 元器件年久老
化#影响正常安全使用#经常中途熄火
等现象发生#严重时#会引起一氧化碳
泄漏#煤气中毒事件发生&

!

日积月累(化学致癌'抽油烟机的
国家标准规定使用年限是

3

年&油烟机使
用超过

,

年#烟机内沉积大量无法清洗的
油污# 遇热挥发后可能诱发致癌有害物
质#如果有害物质被人体吸收#极易导致
肺癌#主妇和儿童成为最大的受害者&

专家建议$

'

( 需要消费者树立电器产品有使用
年限的观念#$超龄服役%产品有危险隐患)

*

(在使用年限内的灶具(烟机(热
水器#需要定期检查和清洁)

/

(请购买正规厂家的品牌产品#会
提供定期上门检测(维护(清洁的服务#

延长使用寿命)

安全与健康成为选购家电新标准

随着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安全和
健康已经成为广大消费者在选购产品
是的首选标准&厨房电器随着技术和新
材料(新工艺的创新#更加注重产品的
审美性和安全(健康&

笔者走访卖场时发现#华帝作为龙
头企业#不断有$一键清芯%第三代自动
清洗烟机(

(8'

秒离子熄火保护功能的
燃气灶等高技术含量的产品推出市场#

引起消费者极大地关注#引领了厨房电

器的安全(健康的潮流&

据华帝市场中心负责人透露'华帝
暖春行动将在

-

月
*1

日
99,

月
/(

日
展开第二波.享受烟机自动洗

8

就来华
帝换新机/大型活动& 消费者参加活动
即可享受 $全场

,8-

折后再 .以旧换
新/#旧机最高折价高达

*1((

元&

该负责人表示#华帝也借助此次活
动呼吁广大用户及早更换超龄电器#倡
导安全(健康的厨房生活理念& 普及厨
房电器具有安全使用知识#促进消费者
$超龄服役% 家电的更新换代# 推广安
全(健康的新技术& 华帝还将在活动中
推荐一系列最新研发技术的产品#为消
费者营造安全(健康的厨房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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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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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家庭厨房电器!超龄服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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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酒店

主动延迟退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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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方说法

消费者称此举更人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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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委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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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工程项目招标代理新规

代理机构须摇号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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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愿意出钱买下他业余制作的木板鸟类工艺品

梁老介绍工艺鸟的制作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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