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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装进口空气净化器

“还你室内一片蓝天”

买够网空气净化器特卖会本周五开幕，每台优惠上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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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家红旗门店

可买褚橙提货券

每个褚橙都印着防伪码，要吃正宗褚橙，请认准买够网

第三季褚橙熟了，金秋的哀牢山硕果

累累，一辆接一辆的大卡车满载刚下树的

橙子，驶向全国各地。

“为了确保新鲜，褚橙是每天采摘，每

天发货，每天运往成都。”独家代理褚橙成

都地区网络销售的成都商报买够网与i有

机网负责人昨日说，褚橙到成都后，将按

预订顺序滚动发货。想早一点尝鲜，就赶

快下单吧。

300家红旗门店 可买券可提货

昨日中午，家住爵版街的市民肖先生

来到家旁边的红旗连锁门店。“我接到短

信，我上周预订的两箱激情版褚橙到货了

哇？我来取。”工作人员打开电脑，迅速查

到肖先生的订单情况：“是的！上午10点刚

送到。”肖先生当场打开包装箱，浓烈的果

香扑面而来，一个个褚橙个头均匀，黄澄

澄油亮亮， 每个橙子上都印着防伪码。肖

先生乐呵呵地抱着两箱褚橙回家了。

为方便广大市民，即日起，300家指定

红旗门店可购买梦想版褚橙提货券。梦想

版褚橙果径65毫米以上， 买够网优惠价

128元。在红旗买券可直接在红旗提货。

在微信上下单的网友， 如果您选择

的提货方式是到红旗指定门店提货，也

可像肖先生一样，等待短信和电话通知。

无论您在网上购买的是128元的梦想版

褚橙，还是148元的激情版褚橙，都可以

在红旗提货。

每天褚橙到达买够网仓库后，工作人

员和快递人员会立即整理订单，根据预订

情况，将褚橙配送到300家红旗连锁门店。

力争每天上午9点前配送到位。不过，自提

仍然要根据预订的先后顺序进行，请大家

耐心等候买够网短信和红旗连锁的电话

通知。 即使现在没接到通知也不要紧，褚

橙基地每天都有橙子运到成都，属于您的

那份美味很快就要到来。

1111箱特价褚橙 一天抢完

本周适逢双11，网购族迎来一年一度

的盛大节日。 为回馈成都市民3年来对褚

橙的支持，买够网双11线上优惠活动也从

褚橙开始。买够网拿出1111箱梦想版褚橙

（胸径65毫米以上）， 特价99元在买够网

微信商城销售。“这是上市3年以来的最低

价了！”买够网负责人说。

“橙心橙意”的活动立即受到网友热

捧。从11月7日零点活动一开始，特价橙子

不停被抢走。到7日下午6点过，1111箱褚橙

全部售罄，根本没有撑到11月11日。不少没

抢到的市民打电话来，希望买够网增加供

应量。“确实没办法了，99元的价格我们不

仅没有利润，还要贴运费。”买够网负责人

说，现在买够网销售的褚橙仍然是优惠价。

如果您喜欢褚橙的话赶快下单吧，因为褚

橙在全国都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错过了

双11，不能再错过更多的优惠了。

要吃正宗褚橙 请来买够网

褚橙基地人士此前曾预测，随着第一

批褚橙上市，大家品尝到美味后，可能会

掀起下单的高潮。 的确， 吃过今年的褚橙

后，大家纷纷表示：“很正的甜，带着一点微

微的果酸，肉厚多汁，自然芳香。”“酸甜比

极佳！褚橙的口感一年比一年更好！褚老爷

子太牛了！”“我第一次买了两箱先尝尝，味

道这么好，我还要买，自己吃，也要给父母

送两箱。”

随着需求量越来越大，买够网发现，

市场上出现了假褚橙。 买够网在此特别

提醒， 成都商报买够网与i有机网独家代

理褚橙在成都地区的网络销售。 要吃正

宗的褚橙，请找买够网！

据悉， 亮相本周末特卖会的空气净

化器主要有三款，分别是韩国的“爱尔

威”，韩国的“艾维曼”，以及瑞士的“科

帕莱斯”空气净化器。其中，爱尔威市场

价4280元，特卖价只要2680元；艾维曼市

场价3368元，特卖价只要2290元；科帕莱

斯市场价2830元，特卖价只要1580元。

欧科格林节能科技有限公司工作人

员介绍，爱尔威能自动检测空气质量，四

层滤网，超静音低能耗设计，加上除菌、

消毒保护， 让你远离污染， 守护全家健

康。 艾维曼能快速清除PM0.03、 香烟烟

雾、微颗粒和花粉等，无需更换过滤网，

其运行功率仅为6W，重量为2.84千克，适

用面积58平方米。 科帕莱斯飞马座会针

对不良气味、 细菌和花粉的空气进行过

滤，其运行功率为8W，重量为3.45千克，

适用面积50平方米。

（王可然）

空气净化器特卖会

周五开幕持续三天

■时间：

本周五至周日（11月

14～16日9:00～18:00）

■地点：

成都市锦江区书院西

街1号亚太大厦4楼 (大慈

寺斜对面、 原锦江区政府

大院背后、 成都商报老办

公楼； 红星路二段成都十

七中后面）

每分钟我们大约要呼吸

20次，每天要呼吸28800次，

而一年就要呼吸10000000

次以上。

人类至少70%以上的时

间是在室内度过，而城市人口

在室内度过的时间超过了

90%。

中国室内环境监测中心

的一项调查显示，中国每年由

室内空气污染引起的超额死

亡数可达11.1万人，超额门诊

数可达22万人次， 超额急诊

数可达430万人次。

室内空气质量如何？从某

种意义上说，直接攸关一个人

一生绝大多数时间的健康。然

而，很多时候，我们却忽视了

对身边室内空气的关注……

“关注室内空气，关注健康生活”

髴

系列介绍之

特价虫草99元一克， 特价原产地燕

窝8元一克……前日，成都商报买够网双

11大促重磅活动之一———买够网玉树虫

草、 原产地燕窝特卖会携超低价格亮相

书院西街1号亚太大厦4楼（成都商报老

办公楼）。由于价格太优惠，特价虫草、特

价原产地燕窝全场分别限量11.11斤，目

前已所剩无几。另据了解，买够网冬季床

上用品特卖会也在同一现场举行， 原价

4980元的定制款鸭绒被，1280元就可拿

到手；馨之家床上四件套，3折起开卖。买

够网负责人提醒， 此次特卖会将于今天

18:00结束，“请市民抓住今年仅此一次

的‘大让利’机会。”

上世纪70年代以来，在发达国家出现了所谓

的“不良建筑综合征（Sick� Building� Syndrome,

SBS）”，就是室内空气污染潜在问题的表现。室

内环境污染已成为继18世纪工业革命带来的煤

烟污染（第一代污染）和19世纪石油和汽车工业

发展带来的光化学烟雾污染（第二代污染）之后

的， 由20世纪中叶开始，21世纪还在继续的第三

代污染。

室内空气污染来自哪里？一般来说，主要来自

两个渠道。“室外”渠道：大气污染物可通过机械

通风和自然通风进入室内空气中，常见的有：二氧

化硫、氮氧化物、一氧化碳、颗粒物等。同时，人们

进出居室或办公室， 也很容易将室外的污染物带

入室内，这些污染物主要有：大气颗粒物、苯、铅、

石棉等。

“室内”渠道：包括各种燃料的燃烧和烹调

时食油、食物加热后的产物，主要有二氧化硫、氮

氧化物、一氧化碳、二氧化碳、烃类（包括苯丙a

芘等致癌多环芳烃）及悬浮性颗粒物等，以及人

体排出的大量代谢废弃物和谈话时喷出的飞沫、

家养宠物活动等，这些都是室内空气污染的主要

来源。同时，还包括室内建筑材料、家具释放的甲

醛等。

虽然室内污染物的浓度往往较低，但

是由于接触时间很长，故其累积接触量很

高。尤其是冬天，随着天气越来越冷，以及

灰蒙蒙的天气越来越多，人们户外活动机

会更少，室内空气也更容易受到污染。

正所谓，“外面大环境” 不容易改

变，“家中小环境” 我们完全可以改变！

如何改变？ 冬季外面灰蒙蒙一片空气质

量较差时，我们在减少出门、少开窗户的

同时，也要经常通风换气，经常进行室内

清洁等。另外，我们完全可以主动“迎

战”，选择防护设备“还家中一片蓝天”。

如何“还家中一片蓝天”？既能超强

杀菌又能多重过滤的防护设备———空气

净化器无疑是你的最佳选择！

近日， 成都商报买够网产品经理对

蓉城多家空气净化器经销商考察后，最

终选择与“健康舒适家居集成系统供应

商”欧科格林节能科技有限公司合作，面

向成都市民推出一批特价进口空气净化

器。本周五至周日，双方将联合举行一场

空气净化器特卖会。 届时，“全效解决污

染，回归原生态的呼吸，从此健康生活”

不再是你的奢望。

你

知

道

吗

？

室内空气污染

你了解多少？

最后一天 快抢99元虫草8元燕窝

抢购2.5折定制款鸭绒被、3折床上用品也进入最后一天

清新室内空气

你该做什么？

呼吸干净空气

原来很简单！

特卖会咨询热线

86626666

制图 王雪

我们为您精心挑选

两种规格的特级橙

目前买够网配送团队正

按照预订的先后顺序，全力

展开配送。为了保证您吃到

新鲜和正宗的褚橙，我们采

取每天将最新鲜的橙子从

云南基地发回成都的方式。

还没有吃到的亲们，请耐心

等待哦！

特别提醒

1、扫码购：

微信扫描二维码，立即下单；

2、在线认购：

登录成都商报买够网（mygo.

chengdu.cn）下单；

3、电话认购：

拨 打 客 服 热 线

028-86626666，企业团购也为

此热线；

4、红旗认购：

即日起， 可前往300家指定红

旗连锁超市认购。

■配送时间：

11月5日起配送， 按下单先后

顺序滚动发货。

购买方式

红旗

300

家门店提褚橙

激情版-XL级

（胸径

70

毫米以上）

买够直供价：

148元/箱

（10斤）

梦想版-L级

（胸径

65

毫米以上）

买够直供价：

128元/箱

（10斤）

１

3

2

■公交：

3、4、6、8、20、37、

49、58、81、98、152、154

路均可抵达附近

■地铁：

2号线春熙路站下，

往红星路二段方向步行几

分钟抵达

这样抵达

同步播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