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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电消费渐入高端时代
随着春季的到来，家电市场

开始热络起来，新居添置新家电

高潮也随之到来。近段时间，冰

箱、洗衣机等传统大件家电产品

较受消费者关注。据卖场方面透

露，家电行业发展重点在功能创
新升级和核心功能提升。

【冰箱】

布局高端市场的三门、对

开门冰箱销售比重提升较为明

显。特别是高端冰箱的走量，同

比之下有了较高的提升。今年

第一季度，国产冰箱主流品牌

均不约而同地推出了高端系列

新产品。从厂家的推动来看，不
难看出，消费者的消费需求已
经有所升级，冰箱市场逐渐进

入到了高端消费时代。

【洗衣机】

随着滚筒洗衣机价格等多

种因素带动下，如今其在卖场

的销售量已经明显超过了全自

动波轮洗衣机。同时，滚筒洗衣
机整个行业亦在升级。高端产
品及款式日渐丰富，变频及复
式大滚筒等技术成为今年的

“新概念”。

“随着行业的快速发展和

技术进步，节能、低碳、环保已
经成为冰洗产品应具备的基

本功能。”有关卖场白电方面

人士表示，其中，节能节水，不
仅仅体现在使用时的节电、节

水和排放上，还体现在其设

计、制造、使用、报废以及回收
的整个使用阶段内。特别是从
今年即将或者已经上市的新

冰洗产品看，“保鲜冰箱”、“除

菌洗衣机”等产品的出现，也
正是体现了倡导健康、节能、

环保的生活理念。

【空调】

2011年以来，冰洗企业面

临着成本上涨、消费放缓、政策
递减效应等阻力，价格之变势
必成为春季电器市场的主题。

特别是空调产品，近段时间一
直有传出涨价的风声。

对于消费者而言，每年的

三四月份选购空调的话，时机

还是比较适合。业内人士，若

“五一”前打算购买空调产品的

消费者不妨考虑提前选购。这
段时间，一方面天气还不够热，

所以价格上涨幅度不是特别明

显；另一方面售后服务上，空调

使用寿命关键在于安装，这时
安装不需排队外，相比空调销
售旺季的繁忙节点，安装师傅
这时则更为“用心”。

说到家电售后服务我相信

大多数消费者都会对其有非常
深刻的了解，因为家电产品与我
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有的产
品售后服务部门服务非常到位，

和购买产品时所喊出的售后服

务口号一样。有的售后服务态度

非常的差，这其中就会出现有关

售后“潜规则的问题”，给消费者

带来了不少困扰。3 .15前夕,家居

专刊特别为读者整理了家电售
后过程中存在的多种“潜规则”

事件。

事件回顾：2011年1月19日当

事人在电器卖场，购买了一台55

寸的3D电视，货物第二天运到，

安装人员在当事人家中只是将
底座安装完成后便离开，并没有
进行机器的实际检测。

工作人员走后，当事人为了
检查一下电视是否开和自己想
要购买的产品画面效果一致，便
打开了电视机，发现色彩很一
般，而且有拖尾现象，并且在播
放电影时画面不连贯。随后就通
过便拨通了售后的服务热线，售
后工作人员推卸说是当事人电
脑的问题，并且维修人员却说漏
光很正常啊，我们的机子都这

样，属于正常现象，并没有给机
主一个满意的答复……

专家点评：就像事件中当事

人所遇到的情况一样，工作人员

要是在完成电视安装之后，为当

事人检测一下机器，也许就更能

体现对消费者负责的态度，也许

就不会在出现在拨打售后服务

热线，售后推托责任的问题，并

且服务态度还极差的状况。

专家建议：在将电视买到家

中时，一定要让工作人员在你的

面前亲自检测一下电视机是否

存在问题，如果有问题存在一定

要及时的让工作人员联系他们

的客服，让他们处理出现的问

题。如果工作人员不管，那么一

定要通过法律途径维护自己的

合法利益。

作为新时代的女性，如果

你还在费心费力为了一日三餐
洗衣擦地而忙碌，那你可真的

OUT了。新的贤妻良母就要学
会“懒”。懒，并不是不做家务，

整洁的家居环境是完美主妇的

不懈追求。

1 .智能早餐机——— 全面

营养一机奉献
智能型早餐机就是一位无

需付工资的

钟点工。机器
有 3个锅体：

一个用来熬

粥煮牛奶，一个用来煎鸡蛋，再

一个用来烤制糕点。你只要在

隔夜将原材料放入机器，并设

好时间，第二天早晨醒来，美味
可口的早餐已等着你享用。

2 .清洁机器人——— 全面

清扫每个角落
如今的

清洁机器人

已经相当智

能化，不但能

根据您的需

要来定时清洁，全面覆盖每个

角落，还能够在清洁过程中自

行充电。更高级的甚至能在垃

圾仓满了之后，自动将垃圾倒

到一个垃圾袋里去。

设置好之后，你大可尽情

地去逛街、健身、上花艺课程，

等待你归来的是一个又光洁如

初的家。

3 .电子创可

贴——— 妈妈宝宝
全能用

电子创可

贴可比普通创

可贴管用多了！对小面积伤

口的红肿、发炎，它有镇痛、

消炎作用，还能加快伤口的

愈合，对伤口发炎、长脓、怕

痛患者，效果明显。在皮肤干

燥的情况下，将圆形小窗口

紧贴在皮肤患处，每次照射
10至 20秒，可每天照射 1至 2

次，连续照射1至2天，症状立

即消失。

商务部发布的最新数
据显示，截至3月2日，家电

以旧换新拉动全国家电消
费突破1500亿元，销售新家

电近4000万台，回收旧家电

4116 . 1万台。

数据显示，今年1-2月，

家电以旧换新销售新家电

数量、销售额和回收旧家电

数量分别较2010年11-12月

增长27 . 2%、28 . 9%和26 . 9%。

截至目前，全国已拆解处理

废旧家电2364 . 8万台，拆解

率达81 . 1%。

说说那些被“潜规则”的售后服务
买家电为何管装不管测试

小家电给力懒主妇

家电以旧换新拉动

全国家电消费突破1500亿元

两会聚焦:

家电行业两会代表们的民意
每年全国两会都是政

策密集出台的时期，今年家

电行业的两会代表、委员在

关注自身产业升级、发展转

型的同时，也创新的利用微
博等互动平台征集网友意
见，引来了博友们的围观和

热议，也为今年两会带来了

不少“民意”。

作为微博平台的活跃

人士，全国人大代表、TCL

集团董事长李东生在两会

前已经发出征集表示：“‘两

会’即将召开，我作为人大
代表将在人大会议上提出

改善民生的议案或建议。在

此我愿意开放微博平台，听

取各位博友的声音。”而去

年在两会上一口气提出了7

个议案的志高控股董事局
主席李兴浩表示：“今年争
取再多提几个民生方面的

议案，欢迎网友通过微博平

台给力全国两会。”

笔者了解到，李兴浩在

今年两会上共准备了6个议
案，希望“人人都用上满意
的家电”。全国人大代表、海

信集团董事长周厚健表示，

“将推动三网融合的发展，

并继续调整、创新，产品要
向高端、产业要向纵深，产
业架构向更高科技方向转

移。”爱仕达电器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长陈合林则更关

注“用工荒”，他认为新一代
劳工工作理念的转变，也迫

使企业不得不进行产业结

构升级和转型。

此外，以旧换新、家电

下乡作为国内扩大内需促
进消费的重要政策，也引来

不少委员的热议。商务部全

国政协委员穆京祥表示已

将《关于完善家电“以旧换

新”政策的提案》确定为重

点提案，而全国政协委员、

苏宁电器董事长张近东也

建议，“要持续推进家电以

旧换新，培育再生产业发

展，同时还建议取消家电下
乡产品认证，加强农民补贴

环节的风险控制。”

而更值得关注的是，

除了对本行业的关注以

外，能够切合实际提高员

工的待遇成为家电企业大
佬们最关心的话题。李东

生在微博中透露，“在两会

期间，我将联同其他代表

大力推进将个税起征点调

整至 5000元，并调整劳务
报酬和稿费所得的个税起
征点和计征方式。”

此外，与税改类似的

一系列热点议案中，还有

养老、医保、就业等社会保

障话题，在中国家用电器
协会理事长姜风看来，其
出发点是解决老百姓的后

顾之忧，提高消费能力与

消费层次，对家电行业辐

射的影响均有与税改一样
殊途同归的作用。

如果您在使用家电、手机或是电脑以及其他数码
产品过程中，遇到一些小麻烦的话，请发信息至本栏目

主持人邮箱bolan1917@126 .com，我们将联系相关专业
人士尽量帮您解决问题。投诉热线：0535-6630821。

格行业热点

1 .变频空调有何优势？

问：新房子近期打算装修，

现在市面上很多卖场的销售人
员都给我们推荐变频空调，想问
下，变频空调有什么好处？

答：目前市面上所卖的空

调分为变频和定速两大类。从

目前价格来看，变频的性价比

相对高些。另外主要是变频与

定速比，变频比较省电；而在快

速制冷或制暖上，变频启动后

长期运转温度控制的精度较为

接近实际调控到的温度。

如果经济条件许可的话，还

是建议选购变频空调。倘若考虑

定速的话，尽量选择高节能型定

速空调。因为空调是在南方基本

上每个夏天都要用到的电器，使

用时间通常较长，长年使用务必

要把是否节能环保考虑进去。

2.冰箱可以随时关掉电源吗？

问：我家有台双扇门的小

冰箱，最近总是会在晚上发出
较响的声音，因为租的房子本
来就小，冰箱东西放得不多，每
到晚上睡觉前就想关掉它，但
朋友说不太好，是否对冰箱有
损伤呢？

答：一般来说，不建议频繁

关掉冰箱的开关或者直接拔掉

开关。因为，冰箱内的温度降到

一定温度时，温控器往往会自

动切断电源，这时候，制冷剂的

压强已很低，相对电动机的负

载压缩机来说是较小的，电动

机容易正常启动。

如果你每天晚上强制性地

切断电源，第二天又在较高的电

压下运行冰箱，特别是高压强造

成电动机负载过大，启动电流较

大，是正常值的20倍至30倍，很

容易烧毁电动机。所以，建议不

要随意关闭冰箱的电源。除非清

洁冰箱或者有其他情况，就算立

即切断电源的话，也要尽量在最

短的时间内重新接上电源，但记

得不要立即断电后立即给电，对

冰箱造成的“内伤”很大。

3 .如何自己清洁空调？

问：进入三月份了，天气开

始变回暖，家里的空调怎样自
己清洁，主要清洁哪些地方？

答：空调隔了一个秋冬后

再次使用，自己可以清洁的配

件主要是集中在过滤网和送风

系统出口。具体操作方法如下，

先切断空调室内机的电源，即

直接拔掉插头；然后打开盖板，

卸下里面的过滤网。

所用的清洁剂可以选用专

门的泡沫空调清洁剂，一般超

市、卖场或者家居店都有卖。不

是很旧的过滤网直接用清洁的

水冲洗，然后直接晾干就可以

了。至于进风系统，一般污垢很

容易积在那里，可以用湿布轻

轻抹干净，或用专门泡沫清洁

剂摇匀后，往里边喷洗，最后用

清水和抹布擦拭干净即可了。

维权热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