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下午3点正扫街
环卫工呕吐晕倒
民警及时施救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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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0日，在中国电子商会、中
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共同主
办的“2013年中国数字电视产业发
展高峰论坛”上，智能电视带来的
产业变革再次成为行业专家热议
的话题。海信凭借连续9年在中国
平板电视市场领跑的优势，以及
VIDAA TV颠覆性创新，一举揽
获“2013年消费者最喜爱平板电视
品牌”和“2013年十佳平板电视”两
项大奖，充分展示了其行业领跑
者的强大实力。
智能电视陷入复杂误区

据中国电子商会消费电子产
品调查办公室和中怡康时代市场
研究有限公司的《2013年下半年平
板电视消费市场趋势分析报告》
显示：对于智能，35%的消费者认
为必备，44%的消费者认为可选。
智能超越了3D，消费者对智能的
认知还将继续走高。

随着智能电视的发展，市场

上智能电视的品牌越来越多，各
种各样的产品以各种卖点呈现在
消费者面前。但很多智能电视界
面设计混乱、摇控器操作复杂，不
但中老年人使用不便，就连年轻
人也大呼繁琐。看上去越来越“智
能”的电视，却背离了智能电视最
初追求的方向——— 简便和人性
化。
海信VIDAA TV让智能更简单

今年4月，海信发布了业内首
台 极 简 智 能 电 视 — —— V I D A A
TV，很好地表现出“智能就是简
单”的产品理念。VIDAA TV创建
了智能电视全新操控模式，直播
电视、视频点播、媒体中心、智能
应用四大功能的使用均可通过遥
控器一键完成。VIDAA TV的瀑
布式换台、无遮挡菜单、多任务处
理、电视节目进程展示以及记忆、
收藏、推荐等功能则极大体现了
人性化理念，VIDAA TV满足了

消费者对智能电视的理想要求。
根 据 相 关 统 计 数 据 显 示 ，

VIDAA TV上市两个月来，用户
的网络激活率和功能应用使用的
活跃度均超过了90%，而智能电视
行业网络激活率仅有40%的水平。
在6月份，权威机构举办的一次六
大主流品牌的六款智能电视公开
测评中，海信VIDAA TV以便捷、
人性化的用户体验力压群雄夺得
第一，成为中国彩电市场上“最智
能”的产品。

海信集团董事长周厚健表
示：“回归消费者看电视的习惯，
在注重功能的同时，更注重简单
便捷的观看体验。海信VIDAA是
一台凝聚着海信态度和责任的电
视，它追求的简单是对消费者的
一种体贴。”

根据中怡康统计调查公司数
据显示，今年5月，在VIDAA TV

热销带动下，海信智能电视零售

额占有率达到16 . 59%，巩固了行业
领先优势。

据 悉 ，7 月 1 7 日 海 信 将 对
VIDAA TV进行第一次全面在线
升级，今后将定期升级，这也使海
信成为全国第一家宣布电视操作
系统持续在线升级的企业。

目前家电行业进入节能补贴
结束后的政策真空期，同时PC厂
商、互联网视频企业以及移动设
备厂商扎堆儿涌入智能电视市
场，使传统彩电企业面临着“内忧

外患”的冲击。但海信凭借率先开
启智能时代、引领智能电视简单
化、不断追求技术创新和产品升
级等优势，牢牢保持着行业领军
地位。

业内专家表示：在竞争日益
激烈和多元化的智能时代，海信
以顾客需求为核心，不断审视和
满足消费者价值主张，以良好的
体验赢得用户，是其品牌和产品
不断赢得市场口碑和消费者认可
的关键所在。

海信VIDAA TV市场表现出色 赢得两项大奖

本报 7 月 11 日讯(记者 徐
艳 通讯员 刘凯) 10日下午3

点，58岁的环卫工人许某在清扫
道路时突感不适，没走几步就开
始呕吐，随后晕倒在地。幸亏民警
及时赶到施救，许某已脱离危险。

7月10日下午3点，石臼边防派
出所民警接到报警称，在黄海一
路与海滨一路交会处，有一名环
卫工中暑。接警后，石臼边防派出
所副所长薛朝中带领民警立即赶
到现场。

报警的是在黄海一路摆摊卖
西瓜的商贩，商贩称，晕倒的男子
是常年在黄海一路铁路桥附近打
扫卫生的环卫工人。下午 3 时许，
他看见这名环卫工在铁路桥上打
扫完后开始往东走，但没走几步
就“噗通”一下倒在了地上，伴随
着几次呕吐后男子就躺在地上一
动不动。

“当天气温很高，我猜应该是
中暑了。于是我立即打了报警电
话。”西瓜商贩说。

薛朝中说，他们赶到现场
时，发现一名 60 岁左右的男子
脸色发黄，躺在地上昏迷不醒，
在其身边有一些呕吐物，中暑迹
象明显。

民警立即拨打 120，并将该男
子抬到人行道树荫处进行简单救
治。

“我们用手掐男子的人中，很
快男子从昏迷中醒来并开始剧烈
呕吐，但却一直处于半昏迷状
态。”薛朝中说，“我们从西瓜摊那
找来一些纸壳子一边给男子扇
风，一边用凉开水浇男子的头降
温。”

在跟男子简短的交流中，民
警得知，这名环卫工人清扫时就
感觉到了中暑症状。几分钟后，

120 救护车赶到。民警与医护人员
一起将老人抬到担架后抬上了救
护车送医。

经了解，晕倒的男子姓许，今
年 58 岁，是日照市环卫处的一名
环卫工人。

民警也提醒，环卫工人在工
作时要多饮水，感觉身体不适后
先要找个凉快点的地方休息，然
后再想法求助。

又讯（记者 彭彦伟） 11

日记者从齐鲁医院日照分院急
诊科获悉，这几天他们接诊了
四五个中暑病人，“主要都是老
年人。”该院急诊科主任窦建新
说。

窦建新告诉建议，气温高时
老年人尽量不要外出。“如果出
现中暑症状赶紧把人转移到凉
爽的地方，可以用湿毛巾降温，
然后及时送医。”

11日，酷暑难耐。记者从日照
市环卫处获悉，近期将为环卫工
人发放高温补贴，从6月至9月，每
月60元。

日照市环卫处保洁四公司甄
经理说，环卫工人夏季作息分三
个阶段，早晨 5:30-7:00，上午 9:00-

11:00，下午 2:00-5:30 是环卫工人的
工作时间。“中午 12:30-13:30，其他
季节是有人值班的，这些天太热，
我们就没安排人值班。”甄经理
说。

据介绍，日照市环卫处近期
将为环卫工人发放高温补贴。

“ 10 日我们刚提交了名单，从 6

月至 9 月，每人每月 60 元的补
贴，最近可能就会发了。”甄经理
说。

“前几年是一次性发 100 元
的高温补贴，从两三年前开始发
四个月的，每月 60 元。”他说。

◎相关新闻

环卫高温补贴将发放，每人每月60元
本报记者 李玉涛

11日，记者走访发现，冷气充
足的大型商场、肯德基、书店、银
行等成为市民纳凉休闲、消磨时
间的首选。

上午9时，在大润发商场休息
区，记者看到，几乎每张休息椅上
都坐有市民，多数以老人和小孩
为主，有闲坐着的，有玩手机的，
甚至有的躺在椅子上睡觉。

商场表示愿意为市民提供
阴凉地，“每天都有人来我们商
场蹭凉，其实我们一点也不反
感，这样的市民属于闲逛，容易
被商场的促销活动吸引，从而形
成消费。”海曲路一家商场一工
作人员说。

同样，在新华书店、友谊书店
等地方，记者看到，各个书架的过
道里都挤满了人，有的直接席地
而坐，有的还自带饮料。

新华书店厉经理告诉记者，
进入7月份，各中小学纷纷进入暑

期，书店的客流量大大增加。“早
上书店一开门，就有许多小朋友
进来看书，一待就是一上午，等中
午家长下班再来接走。但是很多
孩子并不是空手走，都会买几本
带回家。”

据新华书店统计数据显示，
进入7月份以来，该店书籍销售额
是上月同期的4倍左右，其中以少
儿图书、辅导材料增长最为明显。

不过，一家书店的导购员也
说，有些孩子不爱惜书籍，他们经
常发现图书有掉页或是出现折角
等现象。“书店里的图书作为一种
商品，我们希望孩子们在阅读的
同时，也要爱惜书籍。”

在肯德基看到，店内也几乎
没有空座，几个刚点完餐的顾客
却也不到座位。环顾一周，记者发
现，有许多顾客的座位上只放着
一杯可乐，还有一些顾客并没有
点餐，在桌上打扑克。

“蹭凉族”带来效益

一书店销量增4倍
文/片 本报记者 辛周伦 见习记者 林萍 王在辉

商场是“蹭凉族”的主阵地之一。

既蹭凉还能学到知识，一举两得。

民警和医护人员合力将中暑的环卫工抬上救护车。 通讯员 刘凯 摄

日照连续几日出现30℃以上高温，商场、肯德基、书
店等一些开放空调的场所成了很多“蹭凉族”的选择，市
区一家书店销售记录显示，7月至今的图书销售量，较6
月同期增长了4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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