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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微信虽小，世界很大

近日，联想智能电视新品品鉴暨合作

伙伴启动大会在成都举行，吸引了众多渠

道合作伙伴到场。会上，联想集团中国区

智能电视事业部总经理任中伟详细介绍

了终结者系列新品S52， 正式吹响了大规

模进攻川渝智能电视市场的号角。任中伟

表示，新品S52被命名为“终结者”，是因

为它终结了五大传统体验： 终结 “五向

键”遥控器，开启自由交互时代；终结“死

脑筋”电视，开启可升级时代；终结“暗淡

客厅”，开启好色视界；终结片源“枯燥时

代”，开启无尽影院模式；终结劣质体验，

开启TV� APP订制时代。

据了解，联想展示的S52在软件、硬件、

交互等多个领域实现了彻底颠覆。首先，针

对人机交互这一行业难题， 联想创新性地

推出了一键智能遥控器， 彻底终结了智能

电视交互不智能的时代。其次，联想在智能

电视行业内提出可升级概念并推出了第一

代智能升级卡。 首款智能升级卡内置了

NVIDIA� Tegra� K1全球最快芯片，可将电

视升级至200核， 完美支持超大型炫酷游

戏。而多彩外观的设计，更是以6款明快炫

色彻底颠覆传统黑电形象， 并由全球顶级

的红点奖最佳设计团队操刀，更具时尚感。

内容方面，与百视通联手打造的视云影院，

拥有超50万小时高清正版片源。同时，联想

拥有业界最好的TV应用商店，4000余款为

智能电视深度定制的APP，内容涵盖生活、

娱乐、学习、健康等各领域。

自2012年5月联想正式进军智能电视

市场以来，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任中

伟表示： 进军智能电视领域的两年里，联

想凭借过硬的产品、精彩的内容和便捷的

人机交互，在智能电视行业树立了产品体

验的标杆， 联想智能电视月开机率达到

97%，用户日均VOD在线时长是178分钟，

NPS（用户净推荐率）达到57%，这三项

指标业内遥遥领先。

2012～2013年，联想智能电视快速布

局销售渠道， 专卖店完成了从100家向

1000家的跨越式发展。2014年在县域代理

制渠道政策的激励下，覆盖全国的各类联

想智能电视专卖店和品类店将达到2000

家。值得一提的是，联想为智能电视独家

推出了最为贴心的上门服务：为用户提供

上门安装、调试服务，并有工程师对产品

的各类功能进行全面演示和讲解，一次性

扫清用户的使用障碍。此外，用户可以添

加联想智能电视官方微信，通过微信即可

预约上门安装、维修及产品咨询等。任中

伟告诉记者，2013年相比2012年， 四川的

销量增长了10倍以上，今年也比去年同期

大幅增长， 除了传统的PC渠道、 线上渠

道，还计划进入国美、苏宁这样的传统家

电卖场。

成都商报记者 谢颖

近日，成都宽窄巷子一家店铺门口聚

集了大量游客，他们大多是路过发现这里

有新鲜玩意而停住脚步的。只要用微信扫

描门口摆放的一台设备上的二维码，关注

一个微信公众号，然后将自己喜欢的照片

或现场拍摄的照片发送给这个微信公众

号，就能在30秒钟内从这个盒子状的设备

里拿到打印好的照片。

“一般手机内的照片都要导入到电

脑上，再通过连接打印机打印，或者购买

专门的照片打印机来蓝牙连接手机打

印，还没有玩过通过微信来打印的。”现

场一位游客饶有兴趣地体验着这个新鲜

玩意。据了解，现场这台设备叫“微信打

印机”，是由印美图赠送给这家店铺的。

据相关工作人员介绍， 通过微信打印的

照片分为LOMO卡、 留声卡、 文字卡三

种，以后还会推出更多功能，而微信打印

机未来还将推出广告机、 明信片打印等

新机型。 该设备可以通过微信支付实现

打印，是休闲书吧、咖啡厅、水吧等场所

用户体验互动的新设备， 而且无需人工

操作引导就可以轻松体验。

成都商报记者 王化

日前，广州地铁向乘客发出倡议，呼吁大

家乘坐地铁时停止使用充电宝， 携带着充电

宝则要做好适当的防护和保护工作。 为什么

要推出上述举措？ 普通用户又该如何选购充

电宝呢？

相关媒体报道称，今年5月，深圳4号线一

列地铁尾部发现烟雾，乘客紧急疏散。后来消

防人员查出，系因乘客携带的移动电源爆炸。

事故虽未造成伤亡， 但也足够引起人们对移

动电源安全性的重视。 不管你是在地铁还是

在自己的房间里， 使用劣质的移动电源都可

能带来不堪设想的后果。 为保障自己及他人

的生命安全，选购好的移动电源很重要，怎么

选择安全的充电宝呢？ 专家接受采访时给出

如下建议：

首先， 购买产品质量高、有企业信誉

的厂商生产的移动电源， 切勿贪小便宜购

买低价伪劣产品， 产品应具备国家相关认

证。电芯、电路板都有固定成本，品质越高

的电芯，厂商的购买成本就越高，价格自然

也会更高。

同时， 传统充电宝最核心的部件只有电

芯和电路板，厂家只要焊接两者，然后加上外

壳，就是一款充电宝，为了提高利润率大多会

采用廉价电芯加工。 仁清科技相关负责人告

诉记者：“出于安全考虑， 我们已经开始采用

锂聚合物而抛弃电芯， 这样的充电宝一般体

积小，重量轻，安全性能较高，所以价格也比

较贵。” 不过另外一种液态锂电池充电宝，因

为所采用的液态电解质在充电状态下会导致

内部电压急剧上升，一旦过充、过热都可能导

致燃烧或爆炸等情况。

此外，使用过程中应避免与重物或尖锐

金属部件接触，防止内部电芯被重物压变形

或被尖锐金属刺穿， 导致电芯内部短路。给

移动设备充电时， 若发现移动设备发烫，应

立即停止充电。移动设备发烫原因可能是移

动电源输出电压或电流过高，若不及时停止

充电，将有可能导致移动设备被损坏。在充

电时，若移动电源充电指示灯显示已充电完

毕，应及时取下移动电源，防止过充电。

成都商报记者 庞健 实习生 汪峻立

国家抽检“充电宝”

100%扯拐

充电宝”已成为智能手机用

户不可缺少的帮手，但你可能想

不到，包里揣着的“充电宝”也

许是暗藏身边的杀手。 近日，国

家质检总局公布的最新抽检结

果显示：从市场上采集的32批次

“充电宝”样品，合格率为零。同

时，成都商报记者对市内多家移

动电源销售商暗访发现，九成以

上的市售“充电宝”均无3C认

证，安全状况让人担忧。

“充电宝”即移动电源，是集储电、升压、充

电管理于一体的便携式设备。随着智能手机、平

板电脑等移动智能终端的普及，“充电宝”的普

及率直线上升， 而国家质检总局的最新抽检报

告却给大家浇了一勺冷水： 此次在移动电源产

品质量安全监测中， 共从市场上采集样品32批

次，结果表明均存在质量安全风险，其中17批次

容量虚标。而且，移动电源作为一种以化学电池

为主要构件的产品， 如果使用不当或正常使用

情况下产品保护机制设计不合理， 将有可能

引发起火、爆炸等安全事故。近年来，媒体曾多

次报道移动电源引发的安全事故。

据介绍，本次抽检的指标涉及电芯、电路

管理、外壳等多重指标。结果表明，32批次产品

均存在质量安全风险。其中，9批次产品电芯重

物冲击测试不符合，存在发生内部短路时起火

爆炸的风险；28批次产品输出电气性能测试不

符合， 存在损害被充电设备的风险；20批次产

品外壳

材料可燃性

测试不符合，存在无

法对电芯起火进行阻燃的风险。此外，检测中

还发现有17批次产品存在容量虚标问题。

“充电宝”不合格主因：安全风险+容量虚标

在成都市太升路几家大型通讯卖场、数

码广场、A市场、百脑汇等地，移动电源成为

货架上必不可少的热门产品，零售价从三四

十元直到四五百元。对太升路10多个通讯产

品销售店暗访后发现， 就是一些售价400元

以上的移动电源，也没有3C认证。记者以买

家身份询问营业员， 移动电源没有3C认证

是否会出现问题，均未得到正面回应。据移

动电源生产厂商仁清科技相关人士介绍，移

动电源因为涉及安全问题，必须要经过国家

3C认证， 只是国家对移动电源生产还没有

统一标准，因此目前这个行业显得较乱。

据卖家介绍，“充电宝”的价格与电源容量

有关， 市面上的充电宝电容量从1000毫安到

20000毫安不等。容量越高，充一次电能给手机

充电次数就越多，价格也越贵。除了少数知名品

牌外，多数充电宝没有合格证、保修卡和三包证

明。而对充电宝的保修期，不同品牌有不同的承

诺，最短的仅一个月，部分品牌承诺保一年。

电容量是消费者关心的焦点。在百脑汇、

数码广场、赛格广场等地，销售员一般都会告

诉记者， 价格偏低的移动电源存在虚标电量

问题，标注电量为10000毫安的，有效电量可

能只有6000～7000毫安。比如，移动电源每根

电芯的电量容量有限， 若要达到厂家标注的

电量，肯定要增加电芯数量，但一些标注电量

很高的产品，“块头”却很小，这明显是虚标。

这种情况，在杂牌产品中尤其常见。

不久前， 上海质监局网站曾公布对市场

上22个批次充电宝抽检结果，9个样品电芯实

测容量低于整机 “标称容量”， 缺额从1%至

37.8%不等。电容量虚标、充电宝缩水，这已是

行业内公开的秘密。

记者调查：“充电宝”九成无3C认证

选“充电宝” 电芯是关键

微信打印照片

宽窄巷子游客尝鲜

联想智能电视发力川渝

新品S52终结传统体验

联想集团中国区智能电视事业部总经理任中伟讲话

化妆·摄影培训
●初.中.高级摄影培训87799557

空调修移
●成百专业修空调加氟85554420
●成百空调修移★加氟86111518
●成百特价修移空调★加氟清洗
85559418★87772265★84315218

全自动麻将桌
●麻将高科技合作18582884082
●飞针机麻寻合作13281888818
●飞针麻将寻合作15328080888

订票·票务
●特价机票86664472★86664474

租车行
●85191832和谐●新车85198098

绿化·美化
●私家庭院、厂区绿化86634353

装饰装修
●餐厅、酒店装修13880358023
●室内施工、设计4008-757-696
●质优价廉放心装18782166168

养老托老
●城北医疗带养老15388198480

清洁公司
●东怡保洁84376668★87687466
●新鸿保洁85186977★84414889

保洁服务
●日新保洁84350886洗外墙地毯疏通管道
●玉林85566508牛市口84535986
●专业疏管改管抽掏粪87526455疏管掏粪
●87535331疏管抽掏粪85580227搬家公司

●好运搬家84446188★84439358

●玉龙搬家87326666优86259642

●红运低价84337798优84345188

●棒棒87486898优84896294长途
●好又快★180元搬家85184427二手货交换
●高收空调桌椅铜13678147266

●高收空调桌椅厨13678159509
●高高收二手物资13668246588
●高收一切二手废旧66619019
●收酒茶楼及废旧13882069609
●收一切二手废旧18228011179
●高收一切二手货13908040721典当行
●人和典当★汽车民品87086222

报废车回收
●高价回收报废车13684018535

律师服务

商标·专利
●凯飞●商标专利版权86728652

工商行业咨询
●建筑资质新办★升级88877719
●66660107低快办照★各类资质

●专业资质、执照代理86277220

工商行业全程服务
●低价办照★资质记账87663899

●86664773建筑资质执照代理
●专业代办执照资质86531377

取名公司
●酿名苑权威命名机构66000076

商务咨询

●诚信婚查成功付13881761948
●豪邦婚姻调查★13350895007

财会·税务
●注会注税★记账报税86063388

汽车报失
●王明忠川A4PF80深灰色五菱商
务车（发动机号8DC0621014车架
号LZWADAGA4DB468611）于
2014年6月5日凌晨在成都市双流
县三强南路一段121号路边被盗，
联系人：王明忠18224020112

启事
●新都区军涛建材经营部营业执
照正本510125600120789遗失
●金堂县赵镇维康大药房（四川
天乐医药连锁有限公司）《药品经
营质量管理规范认证证书》证书
编号：川CA0284841（09）原件遗
失，登报作废。
●四川中安电梯有限责任公司广
安分公司公章、营业执照正副本、

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组织机构代码
证遗失作废

房屋租售

●成华区5米4层高超值写字楼特
价销售，可分期15928102778写字间租赁
●百通大厦招租1000至3700平方
联系人曾先生电话18982051056
●庆玲楼红星路优租86927793
●磨子桥嘉谊大厦40-300平米写
字间招租，电话：13881886666
●丽都路精装写字楼（带全新办
公家具）出租18086852427营业房

●春熙路金口岸800平可分割招
租特色餐饮13541383299向先生

●温江丽晶港300平13880582132
●南三环1.7万平独立楼招租/医
院物流办公餐厅15928796649张
●卖眉山加油站15984301099

酒楼·茶楼转让
●八里300茶坊网吧15528360673
●市中心一高端盈利中慢摇吧转
让，价格面议电话13550303289
●青白江旺大型餐饮豪装设施齐
15元/㎡出租18108089391
●都江堰酒店优转18113027713
●租或转餐馆茶楼18981853239
●转玉林旺茶楼13980016758
●九眼桥商务茶楼15184378789
●荷花池500茶楼转15208257353
●转簇桥320平浴足13668211393
●紫荆酒店带茶楼转让，价格面议
13551312121、18980035551

●★★★★★蜀汉路800平酒店、
茶楼出租或承包13353366011
●动物园附近1400平玉苑酒楼招
聘总经理一名，可转让、招租、联
营。电话13808012399刘先生

餐馆转让
●转中和400平火锅18190686279
●老川师新餐旺铺13666195972
●因事低转旺餐13551239305
●180平精装餐低转13008167558
●160平旺铺转让13547892613

●转双桥子火锅店15002803337
●少陵路川道拐耗儿鱼总店因扩
大搬迁转让13981883050
●石油大学130餐13980766852
●转大丰中餐370平13679019887
●春熙路旺铺优转13881728637
●转衣冠庙350平餐13880837600

●红瓦寺280平火锅转让，租金低。
电话：15108277388
●市区旺餐转600平18782219992
●琉璃旺铺招租13438331566

店铺
●旺铺转让金沙金凤路5号拒餐饮
电话13558786655王先生
●急转旺铺药房15884485937
●急转460不限行业15202840373
●南门大桥万里号对面染靛街一
楼660平铺出租18328527099
●转建设路370平铺13882293389
●一环路体育学院对面歌城4800
平78个包间优转13880105275
●簇桥商铺转让13880712537
●广场路口金口岸13550232083
●梨花街商铺出租13608093458
●东门空铺转让18583977131
●华阳正北下街330平米旺铺转
让唐先生13308085000

厂房租售
●专业帮您租售厂13308048563
●鑫和工业园标准厂房租售，紧邻
青白江八大市场08386097388

●都江堰厂房租售13880054834
●青羊区厂房出租13981939378
●龙潭立交桥东三环内侧3000平
汽修厂转让13880829938魏先生
●新都石板滩镇3000平厂、库房
租，设专变、三通13982099043

●出售酒厂十亩证13980042333
●出售新都工业区共35亩，厂房
1.5万平米行吊3台13060017240
●青白江厂房出租13540886317
●羊安工业园区标厂70亩优租专
变带行吊机械优先13551247699
●双流九江厂房和物流园各5000
平带办公住宿13558863789

●高新西厂房出租18108089073

●厂房8500平可分13568851818
●视高开发区地售13808092381
●售广汉标准厂房13547966656

●西航港厂房出租13678020476

●工业园厂房出租13980532259

●开发区标准厂房租赁85730559
●售高新西区土地18030738377
●租温江9千可办证18140038338担保公司

房产抵押咨询
招商
团购酒店寻物业

寻三环内约万平独栋酒店物业含
旧楼.联系QQ254316816唐先生

●早教幼儿园转让18982207275

●建筑公司寻股东15882242108

●华阳百亩工业地控规为住宅寻
合作13982123820
●建筑工程总包及装修寻垫资抵
房其他形式分包18380216004
●盐市口招租餐饮:15982359656
●武侯外双楠交界22亩商住地股
份转让或合作13658098219
●一环路住宅地转13982123820
●青城山地售合作18380216004
●快递物流招加盟4000056001
●会所转让或联营，有团队优先！
186283162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