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5月26日讯 当4月份湖南居民

消费价格指数(CPI)同比上涨2.7%时，管理

软件开始成为长沙中小企业老板们对抗

通胀的“狙击手”。

“中小企业加大管理软件等IT投资有

利于企业更加追求细节管理，避免管理链

条中的漏洞。” 用友软件旗下畅捷通软件

副总裁夏冰近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据悉，目前湖南180万中小企业中，除去个

体工商户外约有40万家，使用管理软件的

约占20%，总数突破8万家。用友软件提供

的数据显示，采用有效的管理软件解决方

案， 中小企业的综合成本最高可降低

10%、库存占用资金可减少28%、管理效率

可提高70%。 ■记者 戴和清

本报5月26日讯 今天， 记者从鑫奇电

器总经理付冬文处获悉， 国内厨卫巨头广

东佛山鑫奇电器将展开其“北伐”蓝图。“两

年之内，在湖南布局一千家专卖店，市场占

有率达到30%左右，”付冬文说。按付冬文

的计划，到2011年，省内每个乡镇都有专

卖店，每个县都有品牌旗舰店，每个市都会

有大型营销体验中心。

此前， 鑫奇已在株洲白石港新建厨电

城拿下800平方米铺面设立营销中心，并

在常德德山经开区拿地200亩， 计划建造

辐射整个中国中部的制造中心。

■记者 邢云 实习生 彭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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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3G使用先驱正在遭遇流量

莫名被加速快“跑”的代价。从事研发

工作的李成就是其中不幸运的人之

一。不久前，他的3G手机一个晚上跑

了680M的流量， 高额的手机费差点

让这位3G发烧友气晕。“680M流量有

点像过山车，太不正常了。”李成说起

这事时，百思不得其解。

谁是手机流量加速快跑的幕后黑

手？

多个原因导致流量“私奔”

从事媒体工作的程莉坦言， 自己

是个“微博控”和“视频控”。经常睡觉

前， 都会埋在被窝里看手机电视。“有

时候看着看着就睡着了， 第二天起来

才发现微博开了一晚， 视频幸好遭遇

卡带，暂停了。”她有些不好意思地说。

湖南联通的技术专家称， 如今很

多智能手机都支持多任务运行， 可支

持多个应用程序同时打开， 这会导致

有些程序在后台运行，并未显示出来。

“这会存在流量‘私奔’问题，智能手机

的操作系统或应用程序自动产生的网

络连接、信息推送等都会产生流量。”

除此之外，WiFi断网转3G也会让

流量加速狂奔。

据悉，系统走WiFi路线时，的确

不会产生运营商的3G流量。 但是，

WiFi只在某些区域范围内有效，离开

这些区域就会自动掉线； 而且由于局

域网构建覆盖并不全面，有些WiFi网

络并不快，经常容易掉线。这一掉线，

手机就会转向3G网络，可能导致手机

突然产生超大流量。 尤其后台操作的

时候，用户是很难注意到的。

当然， 如果你不小心下载了不明

来源的软件或是“流氓软件”，3G手机

程序中了病毒或者木马， 也可能会自

动链接出去，产生流量。

及时关闭程序很关键

如何留住来无声、去无影的流量，

这里有几个招术可以借鉴下。

如果你安装了多款手机软件，不

少软件经常会自动更新， 建议你将自

动推送功能改为手动推送， 等有需要

时再更新，可以减少流量无故损失。

当然，想要避免流量“裸奔”，及时

关闭程序非常关键。 一般的手机软件

都有关闭软件设置，不需要使用时，记

得及时关闭。如果你是iPhone，按中

间键就可以了。

在iPhone�4中，可以沿着“设置－

通用－网络－蜂窝数据或局域网”对

数据连接进行管理，不需要时可关闭；

在Android手机当中，“设置”中的“无

线和网络” 也可以开启或者关闭数据

流量。国际漫游时（或者某些套餐“省

外漫游”需要付费时），可以进行上述

操作，关闭手机的数据连接。

流量监控提醒仅供参考

平常多多了解手机流量情况，可及时

防止流量意外流失。

当前，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

三家运营商都能在网上营业厅查询到具

体的详单， 实时了解最新的流量情况。针

对3G流量， 中国联通还推出了12条查询

措施。

能不能做到按日对流量进行提醒呢？

“要按日提醒，理论上可以，但是对系

统支撑提出了很高的要求，需要很大的投

入。”湖南移动相关负责人表示。 这位负

责人还建议，可以定制每周或者每天的流

量短信提醒。当然，还有一种方式就是从

3G手机应用软件商店下载流量监控提醒

软件， 随时可以查询到手机流量的走势。

不过，流量监控提醒仅供参考，实际以运

营商统计为准。

■记者 戴和清

一个晚上流量跑掉680兆

流量“私奔”常跟“后台”有关系

近日，即热式电热水器行业的领导品

牌奥特朗推出全恒温电热水器DSF588，

无论外界的水温、水压、电压如何变化，都

能保证出水温度达到设定的温度，而且能

精准控温、控水，彻底解决热水器水温易

波动的问题。奥特朗全恒温技术，是几十

名研发人员经过3年研发而成的技术，行

业领先。

全恒温快速电热水器“智”在何处？

不少人都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当水压

不稳或多处同时用水，热水器的水温就容

易忽冷忽热，洗澡很不舒服，如果热水器

装在厨房或阳台，又不方便调节，就更加

不舒服。

DSF588采用第七代迅腾加热器和全

智能恒温技术，可使水温迅速恒定并达目

标温度，彻底解决了水温、水压、电压变化

及隔室安装热水器的水温变化问题，沐浴

更加舒适。

DSF588设置三种记忆模式， 既可以

根据四季沐浴水温、水量的不同需求来设

置， 也可以根据家庭不同成员对沐浴水

温、水量的不同需求来设置，一键即可选

择所需的水温和水量，热水器将完全按照

您的使用习惯选择相应的模式，省去每次

调节的麻烦，沐浴更舒适，生活更轻松，同

时也更节省能源。

真正的全恒温技术

目前市场上大多宣称“恒温”的产品，

只能通过调节加热功率来实现恒温，所以

冬季进水温度低的时候，热水器不能自动

恒温，必须手动调小水流量，但奥特朗全

恒温电热水器DSF588在任何情况下都

可以智能恒温。 当您设定一个温度后，

热水器的高精度温度传感器、 流量传感

器马上将水温、 水量的数据传递给微电

脑中央控制系统， 微电脑经过复杂的计

算马上给功率调节器、 微型步进电机下

达指令调节相应的加热功率和水流量，从

而保证温度恒定。

中国驰名商标 行业国标制定单位

从2000年进入中国市场以来，奥特朗

一直专注于节能、环保、低碳的快速电热

水器的研发、生产以及销售。拥有行业规

模至大的生产基地，并建成了业界领先的

研发团队，拥有50多项快速电热水器国家

专利，2009年正式成为中国快热式电热水

器国家标准起草与制定单位。2010年，奥

特朗又荣获快速电热水器行业唯一一家

中国驰名商标，同年还被认定为高新技术

企业。 奥特朗连续多年销量遥遥领先，是

真正的行业领导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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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特朗产

品在全国各大

家电卖场、百

货商场、 专卖

店有售。

奥特朗推出全恒温快速电热水器DSF588

行业率先彻底解决热水器水温忽冷忽热问题

奥特朗率先推出全恒温快速电热水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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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铺开千店计划

本报5月26日讯 如果想要自磨豆腐，

你也可以小试牛刀。近日，由深圳润唐电

器打造的全球首款智能家用豆腐机发布。

据介绍，该豆腐机由于采用了先进的渣浆

分离技术，能在最佳温度状态下，经过精

细的研磨，细密滤网过滤，浆渣隔离的文

火煮浆，制出特浓、特香、特滑，营养丰富

且极易吸收的好豆浆，再经过行业龙头企

业专业厂家生产的食品凝固剂的凝固和

严格的质量控制，自动制作豆浆、豆腐脑、

老豆腐和石膏豆腐。据称此举填补了家用

厨卫生活电器的空白，属世界首创，将于

今年6月在湖南市场开卖。 ■记者 戴和清

首款家用豆腐机

6月湖南开卖

管理软件

成中小企业抗通胀利器

在日前发布的“2011年度中央国

家机关空调集中采购项目” 中标公告

中，美的空调凭借领先的技术优势、卓

越的产品质量和优质的售后服务，在

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 五项招标项

目全线中标。

据了解，“中央国家机关空调集中

采购项目” 是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

下辖的中央国家机关政府采购中心组

织的协议采购项目， 采购单位覆盖中

央直属近万个机关单位， 是中国政府

采购领域级别最高、 覆盖面最广的采

购项目之一。

自2007年起，美的已经连续五年入

围央采供货商。今年，美的再次实现突

破，在央采五项的招标项目中，全线中

标，成为家用定速、家用变频、基站空调、

商用空调、精密恒温恒湿机房空调的供

货商。

对核心技术的全面掌握，让美的空

调的产品赢在起跑线上。同时，美的空

调以细致的原材料采购、一流的关键零

部件配置以及严格的生产监控，保证美

的空调出产的产品都具备卓绝的品质。

为了严格把控品质关，美的空调从1999

年开始导入六西格玛管理的理念，并于

2005年正式引入六西格玛管理模式，搭

建了完善的六西格玛品质控制系统，追

求精益求精的产品品质。

凭借出色的服务表现，美的空调已

经连续两年荣获“中国政府采购电子电

器安装维修服务满意品牌”。早前，美的

空调还获得“2010年度空调服务顾客满

意品牌”和“空调安装及维修服务示范

企业”两项大奖。

■本报记者

美的空调全线揽下最高级别政府采购项目

安装手机流量监测软件可及时知晓流量变化。 记者 范远志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