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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垢，每天和我们“朝
夕相处”：水壶壁上沉积的
物质、变灰暗的水龙头、不
太通畅的花洒喷头……这
都是日常可以看得到的水
垢；但热水器水箱中不断
沉积的水垢，正在慢慢蚕
食着内胆……

卫生部数据显示：水
温加热到50℃的时候，水
中常见的流感杆菌、大肠
杆菌、甲肝病毒等有害病
菌被基本消灭，但是水垢
却已滋生。而在电热水器
行业，水垢被称为“热水器
的天敌”，它不仅会降低热
水器的寿命、增加电耗，还
会损害人体的健康。

据不完全统计，国内
约80%的热水器事故由水
垢引起；同时，医学专家指
出：长期饮用水垢多的水
或使用其刷牙、盥洗，将会
诱发结石、牙周炎、皮肤
病、肠胃病、脱发、金属中

毒等多种 疾
病。

中国水质
偏硬，特别是
在北方地区，
容易造成水垢
积淀。帅康针
对各地水质条
件，率先提出
健康墙的概念，再次走在
了行业前端，研发出世界
首台可自检水垢值的CT
电热水器。

以首 创的C A R E
TEST健康预警为核心的
帅康健康墙，汇集了帅康
专业的搜索功能、净滤技
术等高新科技，通过精细
化雷达制式全程监控和断
层扫描，全息检测热水器
内胆中水垢的含量，开创
了健康热水器之先河。

对于刚买的帅康CT
电热水器，LED指示板上
三盏蓝色CT检测灯是全

部亮起的，表明内胆中没
有水垢。随着加热次数增
加，对应轻度和中度两种
水垢量，CT指示灯会灭掉
一盏到两盏。当指示灯全
部灭掉的时候，说明热水
器内胆里的水垢已经非常
严重，这时就该对热水器
进行必要的保养了。

如果你还在为自家热
水器内的水垢担忧，那么
不妨选用帅康CT电热水
器。沐浴健康，从呵护热水
器做起。帅康热水器CT技
术，体验由内至外360°的
柔顺清爽。

帅康热水器CT技术：
体验由内至外360°的柔顺清爽

5月15日，海信集团在京举
行战略发布会，宣布海信全面
转身，迎接智能时代的到来。

海信集团周厚健董事长在
题为《重新想象 享你所想》
的报告中，公开披露“智能战
略”：观念体制、创新组织、
人才结构全部“智能化”。为
保证智能化战略的实施，海信

将成立智能化战略推进组织，
以智能化为“灵魂”，统一推
进海信旗下多媒体、通信、家
用电器、智能交通、地产等全
系统“智能化”。

发布会上，海信也公布了
“智能，享你所想”的品牌承
诺。在演讲中周董强调海信智
能化的核心是加强海信独特的

智能多媒体运营平台以
及“智能商店”建设，
以期提高“服务”在海
信硬件产业中的收入比
重。

迄今，海信保持着
平板电视国内市场占有
率连续8年第一的优势以
及智能交通、光纤到户
模块国内第一的稳固位
置，这是海信进军智能

产业的一张“王牌”。周厚健
认为：智能时代带来之际，创
新文化显得更为重要，应用、
服务和用户体验将成为市场竞
争的“焦点”。

周厚健在演讲中坦诚电视
机制造出身的海信“用户体
验”的不足和地处山东青岛的
地域局限。为此，海信早已把
技术中心布局到了美国和欧
洲。

据悉，海信不久也将推出
带有智能娱乐内容推荐平台、
植入社交圈子功能等的“革命
性”产品。海信的企图是让
“电视”这个“大玩意”也无
处不在，试图将亿万年轻群体
重新拉回到“电视”面前，以
此给消费者对海信以及未来生
活新的想象。

海信发布智能战略，神秘产品即将推出

核心技术是“家电强国”崛
起的根基

“家电强国”崛起的路上，中
国家电企业想要在全球范围掌
握主动权和话语权，就必须要掌
握核心技术，提高产品价值，才
能摆脱产业低端收益微薄的“边
缘化”命运，为家电强国崛起提
供技术基础。

相对于黑电业的被动而言，
厨电业却相对主动。以目前国内
厨电行 业最全面 的解决方
案——— 高效静吸科技为例，该技
术实现了最佳吸油烟效果和最
低噪音不能兼得的行业历史瓶
颈，满足了消费者的终极需求。
掌握该技术的中国高端厨电专
家与领导者方太也凭借该技术
荣获了业内唯一的国家最高奖
项———“中国轻工业联合会科技
进步一等奖”。

世界级自有高端品牌是“家
电强国”的脊梁

专家称，中国世界级高端品
牌的建设有两条路可以走，第一
通过购买国外高端品牌，第二培
养自有高端品牌。

相比购买来的“烫手山芋”
而言，培养自有高端品牌则是一
条更为坚实的发展路径。仍以方
太为例，方太仅用了短短15年，
成就了“中国高端厨电专家与领
导者”的地位。这得益于方太从
企业成立之初就坚持品牌定位
于高端，把成为受尊敬的世界一
流的企业作为企业发展远景。据
中怡康数据显示，方太连续8年
蝉联高端厨电销售第一，市场占
近半数。

业内人士分析，要参与深层
次的国际竞争就必须要有世界
一流的自有高端品牌，“家电强
国”崛起才有强大的脊梁。

在国际标准制定上具有话
语权，才能让家电强国的脊梁更
坚挺

目前我国家电行业真正参
与到国际标准制定的企业只有
像海尔、方太等少数注重核心技
术研发的创新型品牌企业。

在厨电方面，方太集团作为
中国吸油烟机行业唯一代表，实
现了中国抽油烟机行业参与国
际标准制定零的突破。业内人士
分析，这得益于方太长期致力于
国内外厨电国际标准工作的的
承担，方太是全国“吸油烟机标
准化工作组组长单位”、“中国标
准化协会”理事单位，是方太15
年如一日注重研发投入的最好
见证。

中国“家电强国”崛起是一
条催人进取的路，离不开政府
的产业政策支持和行业协会的
引导，更离不开所有企业家们
肩并肩心连心的协同努力，只
有中国家电企业群体性崛起才
能实现中国“家电强国”的崛
起。

家电强国如何崛起？

如今，保护套已不只是起到保护数码宝贝的
简单作用，更是一种时尚一种潮流。也许走在街
上，拿着潮流数码不惹眼，但数码宝贝的潮外衣
绝对是你彰显个性的极佳配饰。

□丁玲

阿瑟丁·阿
拉亚iPad保护套

设计师阿瑟
丁·阿拉亚同名品
牌粉色和珊瑚红色
激光刻纹，夹在腋下优雅干练，效果不比
手包逊色。参考价格：715美元。

菲拉格慕ipad保护套
采用高级的皮革面料以及帆布两种打造

而 成 ，简 单 素 面 的 设 计 方 式 并 搭 配 了
Ferragamo的logo，呈现出华丽的时尚感。参考

价格：2900元。
Juicy Couture for黑莓

要记得每一款Juciy都是不
可复制的，“Peace Love
Juicy”印花，更增添品

牌的摩登时髦，是讲究
时尚风潮的你不可或

缺的随身配件。参考价
格：1480元。

Rabito iphone 4手机套
超级fashion超级萌的手机

外套，立体的耳朵和尾巴，耳朵
是自然协调的绕线器，毛茸茸的

尾巴是可爱实用的手机托。参考价格：260元。
梦露保护套手机套
时尚的梦露头像加上其经典动作，使得原本普通

的手机套加分不少。想个性，想吸引众人的目光，这款
适合你。适用于三星、LG、HTC、iphone等。参考价格：
108元。

Pigbag单反相机内胆包
看似特别像个猪头，其实是个紧凑、个性的吸

震保护软垫，每一只都手工制作，每
个花色限量发行，最主要是
不贵。参考价格：235元。





飞扬空间 电脑包(13寸)
手袋造型的电脑包包，小

编评价它为有着奢侈品外表却
相当实惠的价格，无论从外表还是材质来说都还是不错的，不
过尺寸小点只适合装上网本。参考价格：140元。

MacBook Pro保护套
这款Paul Frank防滑保护套兼顾时尚与耐用性，可贴身保护您的

MacBook Pro免受损害，主要是大嘴猴实在太惹人眼，这个
价位确实值得。参考价格：398元。

黑贝壳Galaxy Tab P1000保护套
360度柔韧橡胶条环绕保护、皮套外层采用丝光高韧

性皮筋持久耐用。立体花纹兼具吸能防震、防泼水保护。
参考价格：298元。

hellolulu 微单相机包
产自日本，小编觉得特别像日本

的便当袋，非常小资。最主要是质地
相当好，尼龙加聚酯很结实，是个
理想的微单保护包。参考价格：
450元。

近年来，互联网上木
马泛滥，木马盗窃案时有
发生，为保护投资者利
益，证监会和证券业协会
自2008年12月相继出台
《关于加强对投资者网上
交易安全保护的通知》和
《证券公司网上证券信息
系统技术指引》，反复强
调防范互联网木马问题。

齐鲁证券凭借对证券
电子商务的深刻理解，从
行业的高实时性要求和公
司多套网上交易系统并存
并用的实际情况出发，携
手趋势科技成功研发了业

内首个应用“云安全”技
术来保护网上证券交易的
专用安全软件——— 齐鲁证
券网上交易安全助手(以
下简称“安全助手”)。

该软件能有效防止证
券交易软件免受最新木
马病毒攻击威胁，有效
规避交易账户和密码外
泄的风险。自2010年3月
成功上线以来，已平稳
运行一年 ，其极速 扫
描、方便快捷、兼容性
高等产品优势，受到众
多股民和证券从业人员
的关注与好评。

作为专业证券交易防
护类软件，“安全助手”
更加针对可能影响客户使
用网上交易软件的计算机
盗号木马类的恶意软件，
对账号、密码等信息的保
护要求较普通杀毒软件也
更高，“安全助手”是一
种专用的、形式全新的网
上交易安全辅助工具，它
的功能易于扩充，方便软
件库更新，可以更加有针
对性地帮助客户应对木马
程序等恶意软件的威胁，
为客户网上交易保驾护
航。

“齐鲁证券网上交易安全助手”
为客户提供安全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