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晓得如何选空调？
到现场问金牌导购

如今，各大品牌都推出了多种系列不同
型号的空调产品，究竟什么样的空调更适合
自己的家里呢？这里，社区电商周刊为您奉
上空调选购指南。如果您看了之后还是拿捏
不准，不妨到空调特卖节现场去吧，美的派
出的金牌导购将为您贴心服务。
1、空调大小选择

一般来说：1匹空调适合12平方米左
右的空间；1.5匹空调适合18平方米左右
的空间；2匹空调适合28平方米左右的空
间；2.5匹空调适合40平方米左右的空间；
3匹空调适合50平方米左右的空间；5匹空
调适合70平方米左右的空间。
2、查看三项重要性能指标

制冷量：是消费者选购空调器产品的重
要依据，制冷量过小，达不到预定的降温效
果；制冷量过大，会造成资源浪费。国家标准规
定，制冷量的实测值应不小于额定值的95%。

能效比：指空调器在制冷运行时，制
冷量与有效输入功率之比。该数值的大小
反映出空调器产品的节能情况。能效比数
值越大，表明所需要消耗的电功率就越
小，耗电量也就相对越少。

噪声：空调运转时产生的杂音，噪声
过大，则会严重影响消费者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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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经济增速放缓， 国内汽车消费市
场已经从快速扩张阶段， 开始步入了微增长时
代。 在一二线市场趋于饱和、购车需求收窄的情
况下，三线及以下城市作为汽车市场“最后一片
蓝海”，将成为车企们抢滩的重要领域。

据悉， 国内新晋车企华晨鑫源也敏锐把握
这一契机， 将依托意大利设计资源和国内优质
生产线推出全新乘用车品牌，通过经济适用、兼
具技术与品质的产品登陆该市场。

三四线城市人口基数大、发展迅速，准用户
刚性用车需求激增，市场潜力巨大。 据相关数据
统计，到 2020 年三线市场占全国市场的份额将
提升到 55％，一线城市可能会下降到 15％。 中国
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的 《中国汽车消费蓝海市场
洞察白皮书》显示，来自三、四线城市的汽车消

费意愿明显增强，这些城市一年内计划购车的消
费者占到全国总数的 68％，其中初次购车的消费
者占 56％。

华晨鑫源把脉趋势布局这一市场，符合汽车
行业乃至中国经济发展的规律，势必为良好的发
展取得了先机，有着明朗的商业前景。

据悉，华晨鑫源旗下的全新汽车品牌或将在
6 月诞生，年内亦将上市两款全新的 SUV 产品。
其中，7 座中大型 SUV 的定价主要在 7-10 万之
间，主要面向事业稳定、有全家用车需求的三线
及以下城市用户。 相关人士介绍，该车极有可能
是这一市场区隔内性价比的天花板，品质感和配
置都极具竞争力。 而 5 座中型 SUV 的定价则在
6-8 万左右，搭载 1.5L/1.5T 动力，或以空间和舒
适度取胜。

据了解，国家将在今年择机推出“深港通”。 在众多投资香港的公募基金
中 ，指数基金凭借透明度高 、整体费率低廉成为投资者青睐的品种 。 而银华
恒生 H 股基金采用分级模式运作 、玩法多样 、规模较大 ，是投资港股公募产
品不错的选择。

截至 2015年底，银华 H股分级总规模为 54.65亿份；截至 3月 11日，仅场内份
额就达 80亿份，在所有分级基金中名列前茅，成为场内领先的分级，受到了投资者的
热情追捧。

A 股近期显示出回暖迹象，部分偏股基金受益于市场的变化净值大幅提升。
银河证券基金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截至 3 月 18 日当周，标准股票型基金最近 6
个月的平均回报为 6.77%，其中 37 只业绩回报超过 10%。

其中，Wind 数据显示，截止 3 月 18 日，工银瑞信旗下工银新金融、中小盘成
长、美丽城镇、新材料新能源、研究精选、量化策略等 8只偏股基金回报超过 10%，
而同期沪深 300指数下跌 2.44%，上证综指下跌 4.61%。

2016年 3月 24日，第 94届全国糖酒商品
交易会在四川成都世纪城西国际会展中心隆
重开幕。作为韩国代表性的红参健康企业，韩国

人参公社（以下简称：KGC）携旗下品牌正官
庄和恩珍源亮相了此行业盛会。

有着中国酒类行业“风向标”、食品行业
“晴雨表”之称的全国糖酒商品交易会，是历
史悠久的大型专业展会之一。 展会现场，
KGC展台内琳琅满目的红参制品吸引了众
多与会者汇聚一堂，伴随现场销售人员热情
地介绍并邀请试吃试饮，热闹纷呈，极具人
气。

随着 2012年国家规定 5年根及以下人
参纳入新资源食品使得人参不再仅限于药

材而可以作为日常的健康食品来食用， 越来越
多的人开始青睐并趋向于选择红参这类健康食
品，使得行业对红参健康食品的需求与日俱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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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卖会

在经历了一段空调销售
的淡季之后，今天，成都商报买
够网携手美的空调举行的特卖
节重磅来袭，双方将以多重促
销攻势打响2016年蓉城第一
波空调价格战。在本次活动中，
买够网和美的都没有设置任何
条件，“无需闭店，无需预存，不
搞满减”，凡是这5天到空调特
卖节购物的市民，都能享受到
超值优惠的低价折扣。

为了拿出诚意，美的空调
全系产品都将参与特卖，在众
多机型中，究竟有哪几款是有
大幅度的降价，成都商报社区
电商周刊为您揭开面纱。当
然，更多人气爆款的劲爆价
格，还是请各位感兴趣的朋友
移步空调特卖节现场，亲自感
受一番价格战的震撼吧。

位于成都理工大学附近华林三路上美的空
调售后服务中心，将承担此次空调特卖节的安装
任务。本周一早上9点，社区电商周刊记者来到中
心，负责人正在给全体安装师傅做空调特卖节总
动员，“市民认可美的，信任美的，我们一定要给
市民送上贴心的金牌安装服务，确保每一个环节
都尽量让市民满意。”

谈到这次特卖节，该负责人表示信心十足，
届时会派出金牌安装团队全力保证各款空调的
安装质量。他说，中心目前有52名经验丰富的安
装师傅，都经过正规培训，取得了美的服务工程
师认证。安装师傅上门时，会向消费者出示一张

“美的家用空调安装上门服务监督卡”，上面列出
了美的空调安装服务的14条标准，比如为保持环
境整洁使用盖布、安装位置征得用户同意等，若
市民对安装有疑问还可拨打美的售后服务热线。

劲爆！美的全系空调产品特卖价今日揭晓

哪些空调值得买？空调选购有何讲究？
社区电商周刊奉上“攻略”

郑重承诺

三个月内全城保价，

买贵补差！
24小时内送货包安装！

6年保修！

凌兴顺

工作经历：
从 1998 年
开始一直
在美的工
作，空调安
装的每个
环节都能
做到规范

的要求，用心服务于每个用户，是
美的售后服务中心的骨干力量。

金牌团队出马
空调安装无忧

刘甫晏

工作经历：
有着16年
空调安装
经验，进入
美的售后
服务中心
约7年。作
业技能娴

熟，精于各种空调的安装工作，在
完成用户需求的同时，还能提供
合理的家电使用建议。

许龙生

工作经历：
有着超过20
年的相关工
作经验，进
入美的后一
直兢兢业
业，空调安
装经验丰

富，熟练掌握各项规范技能，还能
给用户提供合理的安装建议。

美的大3匹直流变频空调
KFR-72LW/BP2DN1Y-PA400（B3）

空调类型：立式冷暖空调
适用面积：制冷34~53㎡，制热36~49㎡
室内机尺寸：510×1750×315mm
特点：高频速冷热，大马力强劲送风，
送风无级别调速；双重滤网，还你自然
清新；一体化设计
原价：6100元

温江郫县龙泉驿……
都享受免费送货上门安装

日前，美的销售方还针对此次活动给出了一条
利好政策，即免费送货范围扩大。据介绍，成都美的
之前执行的是绕城内免费送货上门安装，这次，大
成都范围除崇州、大邑、邛崃、蒲江、新津和都江堰
之外，其余地区都可享受免费送货上门服务。也就
是说，郫县、温江、龙泉驿等地区的市民前来特卖节
买空调，也能享受免费送货安装的服务啦。 (余兰)

美的1匹定速空调
KFR-23GW/DY-DA400（D3）
空调类型：挂式冷暖型空调
适用面积：制冷10-17㎡，制热12-16㎡
能效等级：3级

特点：时尚外观，上下风
向，配电辅热，清新呼吸
原价：1899元

爆
款
推
荐

特卖价

1299元

特卖价

2149元

美的大1匹直流变频空调
KFR-26GW/BP2DN1Y-PA402（B3）
空调类型：挂式冷暖型空调
能效等级：3级

特点：高频速冷热，直流变频系统，节能效
果好，上下广角送风，静音运行，LED显示
屏冷光可控
原价：2899元

特卖价

5199元

美的大3匹全直流变频空调
KFR-72LW/BP3DN1Y-YA100（B1）
空调类型：立式冷暖空调
适用面积：制冷34~53㎡，制热36~49㎡
能效等级：3级
室内机尺寸：428×1890mm
特点：圆柱形艺术外观，23分贝超静
音，环抱立体送风，热干燥清洁功能，
WiFi物联智控
原价：16999元

特卖价

13999元

冯辉

工作经历：
40岁出头
的冯辉有
着约7年的
空调安装
经验，最忙
的时候一
天要安装

十多台空调。他服务周到，安装
效率高，用户满意度也很高。

推荐师傅

制图 杨培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