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月13号，海信VIDAA、
VISION智能“双子座”新品
发布会在北京举行。海信两
大系列智能新品覆盖39吋至
85吋10多个规格，将智能、
4K、大屏主流技术完美融合
并充分体现海信特色。

海信电器全球产品总监
简志敏博士对VIDAA、VI-
SION两大系列产品做了讲
解介绍，并从“画质≠屏”、

“性能≠配置”、“电视≠手
机”三个维度讲述了海信做
智能电视的态度和标准，指
出高品质用户体验是衡量智
能电视产品价值的唯一标
准，它包括一流的画质体验、
简单易用的智能体验以及完
备的服务保障系统。

海信此次推出的85、75
寸超大屏幕产品是海信最新

显示技术的代表作品，这两
款产品应用了海信自主研发
的画境引擎技术，在画质表
现上达到百万级对比度，可
以给消费者带来影院级视觉
体验。

海信本次发布的K680
系列4K VIDAA产品是今
年五一成功推出的K600系
列VIDAA产品的升级之作。
4K VIDAA屏幕分辨率可
达3840*2160，首次实现了
USB、HDMI接口的4K读取，
并首家为用户提供豆果、
ZAKKA两款4K应用。对于
用户而言，4K不再仅仅是一
块屏幕，而是完整的观看体
验。4K VIDAA在硬件配置
上也有很大提升，拥有强劲
的双核CPU四核性能GPU，
运行速度更快，可轻松运行

狂野飙车7等大型3D游戏。
软件系统方面，4K VIDAA
延用“四键直达”的标识性操
控设计，这种颠覆传统的智
能电视极简操控方式至今仍
未被超越。

此外，海信特别强调完
备服务系统的重要性。简志
敏谈到，电视不是用了一年
就会换的智能手机，它要满
足普通家庭7-10年使用期
的寿命需求。海信在全国拥
有完善的售后服务网络中
心，并于今年7月宣布推出

“30天包退包换”的售后服务
政策，比“7天包退、15天包
换”的国标延长了一倍多，海
信遍布全国的服务网络也是
海信智能电视用户体验保证
的重要组成部分。

(高本星)

高品质4K智能大屏体验

海信发布VIDAA、VISION智能“双子座”新品 成立于2009年的银座电
器菏泽店，即将迎来4周岁
生日庆典，作为银座品牌的
重要组成部分,银座电器倡
导全员服务理念，坚持高
端、高品位、体验式服务品
牌运作策略，服务于高端消
费群体。"这次我们联合各大
厂家投入了超过百万的特
价资源，给她过一个相当

‘体面’的生日，9月19日—9
月23日诸多钜惠等你来拿！”
商场负责人介绍。

引领时尚新生活，诠释
家电新主张

银座电器以“引领时尚
新生活，诠释家电新主张”
为宗旨，致力打造不同精品
生活的模式，让您的生活方
式更加舒适、时尚、品位。无
论您是 “职业丽人”、“家
庭主妇”，还是“商务翘楚”、

“时尚达人”都可以在这里
找到适合您的电器伙伴。在
这里，您可以亲身体验潮流
电器的魅力，iPhone、ipad、
H T C让您的足不出户便可
玩转全球，E人E本为您的商
务之旅提供高效的移动办
公解决方案；在这里，您可
以感受到飞利浦、索尼、三
星、等世界一线品牌带给您
科技的力量及魅力，3 D 、
smart TV、云电视使您享受
智能化带给您与电视之间
的完美交互与体验；在这
里，您可以把“科技”带回
家，让它帮您摆脱洗衣、做
饭、打扫卫生等繁杂的庸
扰；在这里，您可真实品味
真切的生活质感，象印、博
朗等精品小家电让您领略
DIY的乐趣，让您的家更有
时尚品位。

巅峰盛惠 礼上加礼
活动期间，老顾客凭09

年至12年家电商品购物发
票，可免费获得精美礼品一
份；大家电单品满1 0 0 0 减
200元起，小家电单品满500
减120元起，手机、数码、电
脑、单品满1000减100元起；
凭当日家电类商品购物发
票，满200元可参加幸运抽
奖活动。一等奖：飞利浦影
院，二等奖：三洋电蒸锅，三
等奖：贝尔莱德挂烫机，四
等奖：保蒂克双柄汤锅，五
等奖：创意厨具四件套，六
等奖：精美礼品；在银座电
器购买的商品给予价格保
护至10月1日：在此期间，购
买的相应商品如十一期间
银座电器同品牌同型号商
品降价，将给予差价补偿。

(付景梅)

秋意正浓 银座电器菏泽店周年庆典华丽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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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菏泽

身边

本报菏泽9月16日讯(记者
李贺) 16日，有市民向本报

反映，在菏鄄路旁的牡丹区吴
店镇刘寨村南，有三个鸡粪
厂，露天生产晾晒，导致鸡粪
臭味到处扩散，周边村庄饱受
其害，希望有关部门能够规范
其生产，解决空气污染问题。

16日中午，记者来到了位
于牡丹区吴店镇刘寨村南的
鸡粪厂，在距离鸡粪厂还有几
百米的地方，就能感觉到空气

中飘来的鸡粪味，让人有些恶
心，往来市民都掩鼻而过。

据了解，这里有三个鸡粪
厂，每一个均占地几十亩。平
日里堆积如山的鸡粪就晾晒
在地里，没有任何烘干封闭措
施。“鸡粪厂就是通过把鸡粪
晒干再简单加工出售生物肥。
但是这种简单加工的方式可
坑了我们附近村子的居民。”
一位村民抱怨道。

“天热的时候，味道特别

大，刮北风十里铺村闻粪味，
刮 南 风 我 们 家 里 都是鸡 粪
味，苍蝇蚊子也特别多。”据
一位距离鸡粪厂二百米左右
的刘寨村村民介绍，这个鸡
粪厂在这里已经四五年了，
也有人反映过，一直就没能
解决，现在成了“老大难”问
题。

鸡粪厂就在菏鄄路两旁，
临近村庄的商户更是苦不堪
言。“我们在路边做个面食生

意都困难，都是粪味，谁在这
吃饭啊！”一位村民说，因为鸡
粪厂的鸡粪味太大，路旁房子
出租都受到了影响。

记者了解到，正规的鸡粪
厂应该有完整的生产工艺，采
取加盖封闭等措施控制异味，
并做环境影响评价。但是，村
民们告诉记者，这几个鸡粪厂
就是承包了几亩地就生产了，
压根就没有任何证件，“所以
才难以管理。”

鸡鸡粪粪味味扰扰民民四四五五年年无无人人管管
严重影响生活，附近村民盼解决

医医院院门门口口尘尘土土飞飞扬扬 市市民民呼呼吁吁文文明明施施工工
施工单位已派人开始清理

本报菏泽9月16日讯(记者 李
贺 通讯员 曹宇) 本报13日《资
金少让创业“欠把火”》一文报道了
牡丹区何楼办事处彭拐行政村残
疾青年彭鲁敏，主动放弃营运红色
三轮车，进行自主创业，但因故还
未办理烟草经营许可证的事件。牡
丹区烟草专卖局了解到情况后，16
日为其上门办理并开辟绿色通道。

15日，记者接到彭鲁敏的求助
电话，因经营超市处于试营业，未
能办理下烟草经营许可证，尚不能
经营烟草，对超市正常营业造成一
定影响。

菏泽烟草公司得知彭鲁敏情况
后，为其开辟绿色通道。9月16日，牡
丹烟草专卖局工作人员来到彭鲁敏
新开业的门市，特意为他提供申请
新办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上门服
务，现场采集了彭鲁敏的身份信息、
本人照片、门头照片以及陈列柜台
照片，同时将需要提交的如身份证
复印件、房屋租赁合同等材料一一
列到清单上，并逐项向当事人说明。

“得知了彭鲁敏的情况，我们
决定为他开辟绿色通道，从速办
理。”工作人员表示，依据规定，办
理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经审查申
请人的申请符合法定条件的，一般
自受理申请之日起二十日内会作
出许可书面决定，照顾到彭鲁敏是
残疾人，属于弱势群体，工作人员
将进一步提高工作效率，力争在十
个工作日内为他办理好烟草专卖
零售许可证，并且送证到门。

残疾朋友闯事业

为残疾青年创业
开辟绿色通道

堆积如山的鸡粪没有任何封闭措施。 本报记者 李贺 摄

本报菏泽9月16日讯(记者
张朋) “市立医院门口扬尘

太严重啦，一有车辆经过或者
刮风，尘土就满天飞扬，弄得人
灰头土脸的，希望相关部门赶
快给处理下吧!”16日，市民乔
先生向本报反映,市立医院门
前的马路上扬尘特别严重，对
周围市民及过往行人生活造成
严重影响。

16日上午9时许，记者来到
了曹州西路市立医院路段，发
现在此处路面的浮土上，一道

道车轮印迹十分明显。记者注
意到，该路段过往车辆较多，常
常前一辆车带起的尘土还没有
落下，后一辆车又扬起了下一
波。路过市民往往捂住口鼻，快
步行进。

在该路段一家超市门口，
老板张先生正用毛巾擦去货物
表面的尘土。张先生告诉记者，
这几天扬尘让他很是苦恼，每
天摆在外面的货物都落了一层
土，他只好隔段时间就拿毛巾
擦一次。“这辆车是早晨才开过

来的，你看看上面，尘土都快把
玻璃遮严了！”张先生指着超市
门前的一辆车告诉记者，这种
情况已经持续好几天了，“医院
门口来来往往人那么多，赶紧
给清理清理吧！”

同时，记者观察到，为了减
少扬尘影响，不少沿街市民纷纷
洒水降尘。在市立医院门口经营
快餐的许女士告诉记者，这几天
她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
先往门前的路面上洒水，“只要
路面干了就马上洒水，我一天得

洒二十多遍水。”许女士说，为了
减少扬尘对自己快餐生意的影
响，她只能这么做。

这路面上的尘土是哪来的
呢？周围市民告诉记者，附近有
建筑工地正在施工，路上的泥
土是该工地拉土车留下的。对
此，记者联系到了施工单位的
负责人，该负责人表示下午就
会派人进行清理。

下午2时许，记者再次来到
该路段，已有四名工人带着工
具进行清理。

安利开发网游

培训营销人员

9日，安利推出国内首创大型
3D培训游戏“安利人生90天”。安利
此次推出大型3D培训游戏，不仅是
安利强大培训体系的一项重大创
新，同时也对国内整个企业培训领
域具有引领、示范意义。据悉，游戏
化培训，被美国企业培训大会称为
未来培训的三大趋势之一。

据了解，伴随网络游戏成长起
来的80、90后，正逐渐成为安利营销

人员的主体。“安利人生90天”，就是
安利公司针对新加入的营销人员开
发的网游培训平台。这款游戏集合
了数百位安利优秀营销人员的智慧
和经验，把他们最初从事安利事业
时所经历的种种境况，如困难、挫
折、收获、成长，浓缩为一个个有趣
的游戏桥段。玩家在游戏世界中，会
遇到各种典型顾客。通过在游戏中
与这些顾客交往、相处，向他们推荐

安利产品，提供个性化服务，这些安
利新人可以迅速积累从业经验；在
遇到困难时，玩家可以向“安博士”
求教，还可以与同时在线的伙伴们
沟通交流，这样就能以较快时间、较
低成本，系统掌握安利产品知识和
直销销售技巧，确立从业信心，并有
助提升现实世界中的销售业绩。

安利(中国)将培训定位为自己
的核心竞争力，每年在人员培训上

的投入超过1亿元人民币。成立于
2004年5月的安利(中国)培训中心，
是安利在全球开设的第一个营销人
员专属培训机构。截至2012年底，该
中心共培训营销人员超过990万人
次，内容涉及商道、营销、管理、产品
等各个方面。2006年1月20日，安利
(中国)教育网正式开通。此番“安利
人生90天”上线，为安利强大的培训
体系又添虎翼。

牡丹区烟草专卖局工作人员正
在为彭鲁敏填写信息。

通讯员 曹宇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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