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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食物垃圾处理器

用得好，是神器

用不好，是污染源

近年来， 风靡国外的壁挂炉产品逐

渐进入国内市场， 为中国消费者提供了

温暖舒适的家居生活。其中，阿里斯顿为

中国市场量身定制的节能与舒适兼备的

冷凝壁挂炉， 以极舒适的供暖方式和超

高性价比， 为中国消费者提供全方位家

庭供暖热水解决方案。

温足而顶凉 体验空前舒适温暖

说起冬天，南方冬季阴冷天气远比北

方难熬， 而且近年来南方地区屡遭 “冷

冬”，在南方长期以来过冬的习惯都是用

空调、电暖器等来取暖，但仍然没有北方

的集中供暖舒服。此外长时间吹热风皮肤

干燥，嗓子不适，室内体验让人不尽满意，

电费支出更是相当可观。阿里斯顿壁挂炉

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难题。地暖通过燃气壁

挂炉产生温度不高于60摄氏度的热水，经

地板下的盘管加热整个地面， 均匀散热，

给人脚暖头凉的舒适感， 完全符合中医

“温足而顶凉”的理论。这是目前极舒适

的采暖方式，且新房和老房都适用。尤其

是老房，无需大兴土木，无需改造房屋，即

时安装外置式暖气片就可轻松实现。此

外，壁挂炉还能满足家居热水需求，集供

暖与热水于一身，省钱又省心。

超高性价比 让消费者“钱”程无忧

据成都一位阿里斯顿壁挂炉经销商

介绍，一般情况下，一座100平米建面的

房子安装一套采暖系统费用总计2万元

左右，在普通家庭承受范围之内。而阿里

斯顿冷凝壁挂炉拥有出色的节能性能，

大大降低日常运行花费，“几年内就省出

一台新壁挂炉”并非妄语。

据悉，阿里斯顿冷凝壁挂炉通过了最

严苛的CE认证， 采用目前世界上极先进

的冷凝技术，供应热效率高达108%，达到

国家一级能效标准。普通壁挂炉因反复启

停而影响使用寿命，阿里斯顿冷凝壁挂炉

独创的智能AUTO变频科技能灵敏感应

进出水温度和室内外温差，自动选择加热

模式，让机器低耗高效运行，高效节能的

同时极大地延长了机器的使用寿命。尖端

冷凝搭载独创AUTO变频，完美实现从内

到外的节能，前所未有的舒适。

作为欧洲壁挂炉领导品牌， 最早进

入中国的外资壁挂炉品牌， 阿里斯顿备

受成都市民的青睐。 从舒适和节能的角

度来看， 阿里斯顿冷凝壁挂炉都是现代

品质家居的不二选择。 更多产品详情可

咨询阿里斯顿成都经销商87730202。

（郭晶晶）

相信很多人面对厨房最头大的莫过于食物

垃圾。骨头、鱼刺、剩菜剩饭，这些食物残渣通常

只有用塑料袋收集起来再随着生活垃圾一同丢

掉，如果碰到不小心忘记处理，一夜后的味道真

是“闻闻也醉了”。如今，一种叫做食物垃圾处理

器的厨房电器成为越来越多家庭处理厨房食物

垃圾的“神器”。环境专家提醒，对于污水管网不

完善的地区，使用食物垃圾处理器反而会造成环

境污染。

食物垃圾处理器宜大不宜小

食物垃圾处理器可以将厨房的所有食物垃

圾（包括骨头、鱼头、鱼刺、蛋壳、玉米棒芯、菜

叶、果壳、果皮、咖啡渣、茶叶渣、残羹剩饭等）粉

碎后随冲入下水道。这种厨房电器的使用方法也

很简单：打开水龙头调水流到中速，启动处理机，

倒入上述各种食物垃圾，垃圾会被研磨成细小颗

粒，并顺下水管道排走。

在淘宝上，搜索食物垃圾处理器，几百到几

千元的价位不等，从数据上看，千元左右的食物

垃圾处理器是销售最多的。通过客服的介绍可以

了解到，食物垃圾处理器体积的大小与研磨室空

间的大小成正比。一般来说机器体积越小，研磨

室空间就越小，研磨速度慢、时间长，不仅浪费时

间而且频繁开机缩短了产品的使用寿命。除此之

外，功率、噪音等方面也会决定其价格。

污水管网不完善

“

厨房神器

”

反而造成污染

食物垃圾处理器似乎是很不错的 “厨房神

器”，一些食物垃圾处理器的品牌也与地产商合

作， 在精装房中为业主安装了食物垃圾处理器。

不过新鲜事物自然也少不了争议，有网友发帖指

出，垃圾粉碎冲入下水道存在隐患。因为国外下

水管道粗，少油腻；而中国的下水管道较小，并且

中国人饮食重油，油腻附在下水管内壁上容易引

起堵塞。

有媒体报道，广州环卫局的专家表示，食物

垃圾处理器应该说有一定效果，而且对污水处理

很有帮助。该专家称，这种技术在英德等欧洲国

家应用比较普及，但是有个前提是城市污水管网

必须充分完善，保证污水能有效收集到污水处理

厂。一旦住户装了粉碎机，而有机物浓度过大的

家庭污水得不到有效收集， 排放到江河湖海，就

会造成巨大的污染。食物垃圾处理器厂家也曾公

开向媒体表示过，产品主要是在污水管网配套设

施相对先进的新城区进行推广。在一些污水处理

设施老化的老城区暂时不适合推广食物垃圾处

理器。

成都商报记者 郭晶晶

舒适又节能

阿里斯顿冷凝壁挂炉

树立家庭采暖新风向

食物垃圾处理器工作原理

求职
●自带途观车求职18190776080

空调修移
●成百厂家修移加氟洗86629948

全自动麻将桌
●高科技麻将合作15328080888
●飞针机麻寻合作13281888818
●麻将高科技合作18581884082
●扑克机麻新方法15928607080

订票·票务
●特价机票86664472★86664474

休闲联谊
●高端聚会+旅游18982071607

出租车发包
●新出租车发包13198543600

租车行
●85191832和谐●新车85198098

绿化·美化
●出售大量桂花树18982066880

装饰装修
●餐厅、酒店装修13880358023
●室内施工、设计4008-757-696

养老托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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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业疏管丶掏粪池87588126
●专业疏管改管抽掏粪87526455
●玉林85566508牛市口84535986

疏管掏粪
●84553337疏管抽掏粪85434505
●87535331疏管抽掏粪85580227

搬家公司

●好运搬家84446188★84439358

●棒棒87486898优84896294长途

●玉龙搬家87326666优86259642

●好又快★180元搬家85184427

二手货交换
●高收一切二手废旧66619019
●收空调桌椅厨具13880031839
●高高收二手物资13668246588
●收空调餐厨废旧18280032421
●高收茶楼桌椅厨15828448289
●收空调所有废旧13882069609
●高收一切二手货13908040721

●高收空调桌椅铜13678147266

典当行
●人和典当★汽车民品87086222
●融通典当方便快捷87573162

汽车转让
●欧曼6.6平板车13076020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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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商税务代记账18608006186

工商行业全程服务
●61515001低快办照★各类资质

商务咨询

机械·设备
●售喷砂房及烘房18108089073

启事
●本人刘太波（身份证：510622
198510101512）在成都市青白江
区恒大雅苑4懂2201，购买的住
房。认购协议书号（40162），
购房收据号（cdhdyy02695）和
银行贷款合同丢失特此声明。
●梁春祥、罗艳萍持有的位于金牛
区蜀跃东路138号2栋2单元12楼46
号房屋产权证（成房权证监证字
第1833329号）遗失。
●胡瑞昂出生证M510665144遗失

身份证遗失
●孔庆碧510221197308266847

汽车报失
●车牌号赣KF3688车架号LZWA
DAGA9EB559827 发 动 机 号
18E81210114于2014年10月15日
早9点在双流县龙桥小区发现被盗

房屋租售
●锦江区商业广场农贸市场一楼
招租行业不限，电话：86648387

写字间租赁

●庆玲楼红星路园优租86927793
●春熙路旁三楼整层写字间优价
出租500平米13608092798王
●机械大厦写字间招租84442765

营业房

●城南2600平出租13330964407
●二环路双楠星座大厦1-2楼出
租。刘先生：13808003668

●酒店急转或承包13699431635

酒楼·茶楼转让
●宾馆转让13980424678
●琴台路酒楼转让800平米新
装修带设备2层13608198731
●机投与苏坡桥交界处X9酒吧
140平米转让18011501640
●茶楼低价急转18011590313
●八里小区300茶坊15528360673
●转市区2千平酒楼13558858908
●28万转营业茶楼13880114905
●转人民中路茶楼18628127932
●转茶楼.商务酒店13708025599
●转青羊1500酒楼13808203200

餐馆转让
●市中1000平火锅13808226600

●转羊西线欧尚旁黄金餐饮口岸
600平米15828295568许先生
●科华路350平旺餐13550286779
●科华北路777平餐13808083808
●旺餐转让344平13308065892
●文殊院旁250平火锅15928556990
●盈利火锅转让15928116183
●转川师240平火锅18782227216
●太升南路新装中餐350平有车
位，盈利中转50万13608231683
●市中小吃街80平门前可摆通气
租一万三转18万18982014979
●转金沙中餐200平18615760960
●玉林中路600火锅13709057977
●五块石百多平转13183898411
●1000平米咖啡厅转让，联系电
话：13350884560
●驷马桥快餐盒饭转让83524007
●太升北路火锅店15181900000
●营门口旺餐转让13709087779
●300平火锅费用低13982005215
●“黄金地段”一环路内八宝
街600多平米餐馆急转！联系
人：蒲女士 18980851888
●九里堤餐饮67平13981983747
●80万转新南门林荫街独栋2000
平中餐带茶楼13882154448
●大源125平旺餐转15928044158

店铺
●晋吉南路616平铺13808010708

●磨子桥川大、川音旁嘉谊大厦
临街旺铺招租，13881886666
●西143平阔间旺铺15828013600
●交大旺铺500转13608068457
●南门KTV转或承包13708063188
●紧临青白江八大市场大型临街
旺铺租售价优13568902486

厂房租售
●专业帮您租售厂13308048563
●羊安工业园标厂70亩优租专变
带行吊，机械优先13551247699
●西航港厂房出租13678020476
●鑫和工业园标准厂房租售，紧
邻青白江八大市场13568902486
●新都标准厂房租13980049088
●龙潭工业园标准化厂库房1000
平及宿舍配套齐全84209166

●售高新西区土地18030738377
●厂.库房场地出租15002833575
●新都泰兴标准仓库12000平出
租，可分租13330983723
●广汉市小汉镇4万平米工业用
地招租，电话：18666793099
●黄金路水电齐350平87587516
●郫县三道堰厂租18980885393
●新繁镇厂房出租13881758087
●开发区标准厂房租赁85730559

担保公司

招商
●诚翔连锁招商13350888189
●监理公司寻合作18980788880
●红原200亩商业用地寻合作垫
资及建筑总包18380216004
●某知名品牌肉制品生产企业出
售，证照齐全15390012108
●售府城大道旁16亩商业地
15208469901
●华阳工业地控规已变寻合作及
青城山商业地转13982123820
●九江境内绕城22亩商住地股份
转让或合作13808098746
●本市学校热水充值使用项目转
让,联系电话13882176175
●好场地寻特色餐合作81883366

商铺写字间招租85975561

现有高新区天仁路178号和平商
务楼一楼商铺及二楼、四楼写字楼
部分招租，本次招租共计5处标的
物，具体情况详见成都市公共资源
交易服务中心官方网站（http:
//www.cdggzy.com/）。
●出售医院和养老院股份
18980652559
●出售大医院股份1818062017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