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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 中国的经济和天气一起缓慢回暖 !

空调市场迎来旺季! 众多空调厂商都把空调市
场看成是企业渡过危机的一个巨大机遇"

近日! 众多空调品牌纷纷推出各种促销活动!

但据了解! 某些空调品牌商大打特价空调牌!

所售的却是库存积压的四五级低能效空调! 对
此消费者并不买账"

在一品牌空调专柜前! 该空调打出了 #全
线降价$ 的旗号! 同时推出 #差价补偿$ 政策!

声称旗下空调全线下调! 最高优惠幅度
-./

! 促
销期间购买产品! 如同一型号出现降价! 消费者

凭发票可享受差价补偿! 如空调价格上涨! 消费
者可凭原发票以原价再次购买同型号空调! 在其
推出的特价商品中! 不乏一些标价仅

0***

多的
特惠空调! 价格上确实具有非常强的吸引力%

然而! 据知情人士透露! 如此 &诱人$ 的
特价机! 其实是库存积压' 即将被淘汰的四五
级高能耗空调! 一些空调厂商在销售的过程中!

用低价去诱导消费者忽视对能耗的考虑! 企图
尽快清理数百万的天量库存"

一些消费者表示! 目前一些空调厂商大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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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空调降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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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空调价格虽然较

低! 但用起来很贵! 所谓 (降价) 其实是个陷
阱! 我们宁可买价格稍高一些的高能效空调!

比如海尔' 格兰仕的
2

级能效空调%$ 部分消费
者说道%

据悉! 国内现行的空调能效标准分为五级!

0

级表示产品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最节电*

1

级低于市场平均水平 !

.

级则表示耗能最高 !

是市场准入指标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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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空调行业白皮
书 , 显示 ! 目前国内空调行业的库存大约有
0.**

万台! 其中有
4*/

以上是能耗比较高的四
五级空调%

专家指出! 在巨大的库存压力下! 难免有
一些企业借特价来清空积压库存! 如此高的能
耗! 即使消费者能够以比较低的价格购买到 !

但是将使用过程中的电费考虑进去! 使用这类
空调的成本更高! 消费者在购买使用的过程中
并没有得到什么实惠%

&厂商抛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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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能效空调! 可谓卖一台算
一台! 若消费者购买了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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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能效空调! 在以
后长达

0*

年的使用时间里! 日常的维修与服务
就是个大问题! 消费者在选购空调时! 务必三
思而行%$ 该专家补充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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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向重视企业社会责任并
持续致力环保事业的深发展银
行正式推出国内首张环保型汽
车信用卡

7

&深发展靓车卡 $!该
产品与年初发行的 &靓绿卡$形
成了全新的时尚环保产品系列%

&深发展靓车卡 $ 除了具
有以往汽车信用卡的基本功能
外 ! 还首创了积分抵车贷 ' 分
期买保险等新型产品功能 % 持
卡人不但可以通过靓车卡的消
费积分抵扣自己的车贷月供

8

还可以通过电话办理车险分期
付款!

0&

期手续费全免%

现在办理深发展靓车卡!只
要填表即可获赠两张电影票 %

核卡后 !任意消费一次 !可凭签
购单换取一张电影票 ! 不限时
间场次!想看就看% 五星级的尊
贵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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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要你&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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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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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府大道
!

号海口宾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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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
#

活动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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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卡客户专场团购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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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车辆购置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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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车购置价#实

际价值或按实际价值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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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上海证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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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计保费可能下降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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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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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羊城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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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了美国著名财经杂志 !福布

斯"发布新一年度年轻名人富豪排行榜

的时候& 上榜这平均年龄仅有
+,

岁的

-+

人一并'抢钱(

./-

亿美元$约合
+0

亿

元人民币%& 其中)身为冠军的*流行乐

天后(碧昂斯年收
0122

万美元$约合
3

亿元人民币%) 几乎是亚军
4-

赛手基

米+雷科南的两倍&

四面出击 一年吸金
!

亿元

!福布斯"评点)碧昂斯胜在肯拼愿

搏够卖力)去年不仅推出专辑,大开演唱

会) 还积极在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就职典

礼上露脸献唱)加上拍电影,担任化妆品

代言人以及推出个人衣饰系列) 自然名

利双收)财源广进- 据!福布斯"报道)在

去年
3

月
-

日至今年
3

月
-

日的这一年里)

现年
+1

岁的碧昂斯推出了她的第三张个

人专辑)出演了两部电影)积极筹备她的

--2

天国际巡回演唱会)签下大批代言合

约等-一系列*抢钱(行动令人眼花缭乱)

无怪乎全年收入高达
0122

万美元)成为

*最有钱年轻人(榜单上的*吸金女王(-

榜单上另一名家喻户晓的吸金女

星是去年复出的*小甜甜(布兰妮-同为

+1

岁的布兰妮于去年
--

月推出新专辑

!

56789:

") 新专辑在
,

个月内卖出
-;22

万张)她以
,;22

万美元$约合
+/.

亿元人

民币%年收入排名第四-

"#

后紧追
$!

岁小天后上榜

*最有钱年轻人(不仅有来自娱乐圈

的*圈钱大户()还有来自体坛的运动明

星-

4-

法拉利车队赛车手基米+莱科宁今

年
-2

月份将满
,2

岁)他的*抢钱(能力日

益精进)以年收入
.;22

万美元$约合
,/21

亿元人民币%位居亚军-

季军是
<&'

现役三大球星之一 ,

+.

岁的勒布朗+詹姆斯- 获评为年度常

规赛
=>?

的*小皇帝(去年收入
.222

万

美元$约合
+/1

亿元人民币%)主要是来

自财大气粗的耐克公司,亚德球星卡公

司$

"@@A7BA8C

%,美国国家农场保险公

司以及可口可乐公司出品的 *维他命

水(代言合同-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榜单上)低于

+2

岁的*

D2

后(占了三分之一)年纪最

小是童星出身的甜美小天后麦莉+赛勒

斯)年仅
-3

岁- 看来*后生可畏(四字当

之无愧是今年*最有钱年轻人(榜单的

主题- $据!新快报"%

福布斯全球最富年轻名人榜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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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昂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