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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小区供暖难

不久前，本市某街道办联合市政公用事业局举
行安全进社区活动时， 来自老城区的居委会主任、
居民代表纷纷表达了对“双气”的强烈诉求。 对于
供暖难现状，市政部门相关人士提出，居民可考虑
方便、经济的燃气壁挂炉取暖方式，一时间壁挂炉
供热成为争相探讨的话题。

业内专家表示，现如今壁挂炉产品已经非常的
成熟。以欧洲冠军品牌阿里斯顿的凝系列壁挂炉为
例，冷凝技术通过充分收集高温烟气在遇冷凝结过
程中释放的热量，通过烟气凝结实现废气中能量的
回收， 实现了热效率 107%， 达到欧洲节能 4 星标
准。 智能 auto�科技能灵敏感应进出水温度和室内
外温差，自动选择加热模式，让机器低耗高效运行，
节能高达 35％，节能舒适的同时极大延长了机器使
用寿命。

大众汽车品牌
设计五大原则解读
作为汽车行业的领袖企业，大众汽车在汽车设

计方面一直拥有自己独到的见解。 理性、 产品、精
准、坚固和标志性这五个始终不变的设计原则保证
了大众汽车品牌设计的时代感和经典形象。

理性：理性而且流畅，就像我们看到的大众汽
车前脸和侧身线，线条与线条之间的连接关系始终
非常流畅。

工业设计：大众汽车品牌在设计中十分注重设
计组件及材质的品质和技术含量。例如在车头灯的
运用中，大众汽车会非常细致地考虑设计车头灯里
面的线条、材质、及电路技术等每一个细节，力求让
整个车型设计更符合产品整体的设计理念。

第三个设计核心原则是精准。即使是车门的边
角这样的“小地方”依然要设计得十分精准。

第四个原则是坚固， 无论是紧凑的 Polo 还是
最高端的辉腾，从 A 柱到车头平缓的过度，到车头
时坚定地下降设计，给人坚实、安全的印象。

第五个设计原则是要有标志性。在大众汽车丰
富的产品线中，所有不同的车型都有一些根本性的
共性，让人们能够清楚地辨别出这是大众汽车品牌
的设计。

建议用燃气壁挂炉应用 IPAD 触摸技术
美的第二代净饮机震撼上市

2011 年,美的继去年首创集净水、饮水功
能于一体的全球首款产品———美的多功能净
饮机后, 再次重磅推出升级之作———美的第
二代净饮机。 新产品在第一代净饮机的基础
上实现了六大技术升级, 配合平板外观设计,
再次引领水家电行业创新变革。

据美的生活电器技术人员介绍， 美的一
直关注消费者的需求, 长期潜心研究健康饮
水问题。 这次推出美的净饮机的第二代升级
产品, 也是为了更好地满足中国家庭健康饮
水需要。 净饮机面市一年来，市场好评如潮，
而今， 美的第二代净饮机除了实用的多功能
性以外， 还创新地使用了 IPAD 的平板触屏
设计理念。

健康便捷，净水饮水升级二合一
美的第二代多功能净饮机在技术上实现

全面突破，兼具沸腾胆和全封闭精滤技术。沸
腾胆技术的应用让消费者能够喝上 100%沸
腾的水，而全封闭精滤技术，跟传统过滤系统
相比，过滤速度更快、效果更好。 内置水泵工
作压力达到 0.5KPA， 滤水速度提升十倍，消
费者可随时畅饮新鲜水；采用韩国进口滤芯，

可将水中的微生物、细菌、杂质、重金属及残
留漂白粉彻底清除。 而美的第二代净饮机在
水泵升级后，去掉了原来的内置净水池，细节
上也比第一代净饮机更完善和精致。

智能触控，IPAD平板设计装点时尚家居
美的第二代净饮机在技术创新升级的同

时， 也将更多的人性化操控与时尚元素融入
产品。 平板无边框系列新品传承了 IPAD 设
计理念，采用了盈彩全钢化玻璃面板，使得产
品外观尽显大气风范，颠覆传统，十足地体现
时尚韵味，满足了如今流行的简约家装需求，

完美搭配居室环境。
美的第二代净饮机采用了平板触摸按键

技术，整个操作面板美观时尚，大液晶功能显
示屏， 使得每个操作步骤都清清楚楚地显示
在上面，让消费者轻松操控，充分体现了人性
化的设计理念。 例如，美的净饮机采用了分水
段注水技术，将注水量细化到 1/3 杯、2/3 杯、
满杯三段，消费者只需根据需要，轻轻触摸对
应的注水量键，就能轻松实现注水过程。

引领潮流，饮水步入即滤即饮时代
“净水饮水二合一” 的创举让美的净饮

机完成了对同类产品的超越， 克服了单一水
家电产品的各种缺点， 集饮水机的加热制冷
功能和净水器的过滤净化功能于一身， 让健
康饮水更轻松。 此次美的净饮机的升级更标
志着在经历了烧开水、 桶装水和简易净化之
后，家庭饮水真正进入了“即滤即饮” 时代。

作为水家电行业的领军者， 美的此次推
出的升级的第二代净饮机， 从技术到形态都
是领航之作，于内让健康饮水更“触” 手可
及，于外让家居更时尚靓丽，这无疑推动了水
家电行业的进步。

哈弗 SUV累计销量超 56万 品质是源动力
据最新统计的销量数据：截至 7 月，哈弗

SUV今年累计销量已达到 86649 辆， 目前累
计销量已超过 56 万辆，哈弗 SUV“后 50 万
辆” 时代的大幕已然开启。

“我们从过去到现在，出色的市场表现
都离不开对产品高品质的坚持, 而在跨过 50
万这个里程碑之后，下一步驱动我们向前的，
仍然是品质。 ” 长城汽车相关负责人表示。

从十年前率先切入 SUV 这一小众市场，到今
天成为中国 SUV 第一品牌， 哈弗 SUV 都把
“品质” 放在第一位。

他们认为，要想真正得到市场认可，必须
以可靠的产品品质赢得口碑， 这是品牌树立
的必由之路。

其中， 不论是早已在车主中树立起良好
口碑的哈弗 H3，还是融入更多最新科技和研

发成果的哈弗 H5，都是“以品质树品牌” 这
一方法论的最好证明。

长城汽车总裁王凤英认为， 打造明星品
牌，首先打造的应是“品质明星” 而不是“销
量明星” 。

想销量榜上有名，首先一定要是“品质
明星” ，通过消费者的认知，最后成为“双料
明星” 。

今年9月3日是俄罗斯“反恐
团结日”，也是别斯兰人质事件结
束七周年。从首都莫斯科，到别斯
兰“天使之城”，全国多个城市举
行活动，悼念人质事件遇难者。

“9·11” 恐怖袭击10周年之
际，俄罗斯专家认为，国际社会需
要从根源上清除恐怖主义。

悼念逝者
莫斯科市中心， 别斯兰人质

事件遇难者纪念碑笼罩在忧伤的
气氛中。

一早开始飘起淅淅沥沥的雨
丝，给这个日子平添几许哀伤。纪
念碑前放满白色、 黄色和橘黄色
的雏菊。放着蜡烛的红色杯子里，火
焰忽明忽暗地跳动。纪念碑基座附
近放着许多装水的纸杯，一个泰迪
熊毛绒玩具静静地坐在中间。

已经退休的塔季扬娜·尼古
拉耶夫娜撑着伞，静静站着，不时
擦拭眼泪。“不管怎样， 孩子是无
辜的。”她向记者解释纪念碑前那
些装水纸杯的寓意：“当时， 孩子
们向匪徒恳求‘请给我些水喝’，
却遭到拒绝。”

别斯兰的纪念活动从1日持
续至3日， 哀乐在校园内回荡，废
墟上燃起蜡烛。3日中午，遇难者公
墓“天使之城”的“悲伤之树”旁，人
们宣读死难者姓名， 默哀一分钟。
334只白色气球随后升空， 每只气
球上写着一位逝者的名字……

形势严峻
别斯兰人质事件纪念是俄罗

斯“反恐团结日”活动的一部分。
俄罗斯多个城市当天同时悼念别
斯兰人质事件、 莫斯科轴承厂文
化宫人质事件、 莫斯科居民楼爆
炸、 莫斯科地铁连环爆炸等恐怖
袭击的数千名丧生者。

俄罗斯长期遭受恐怖主义危
害。俄联邦安全局局长亚历山大·
博尔特尼科夫说， 今年上半年全
国发生169起规模不一的恐怖活
动，去年同期发生大约400起恐怖
活动。

尽管联邦军队在俄罗斯车臣
共和国清剿反政府武装的大规模
军事行动已经结束， 车臣非法武
装人员大大减少， 但车臣等地反
恐形势近年来依然严峻。 反政府
武装向莫斯科等大城市扩展，瞄
准地铁、铁路、机场等基础设施，
同时手段更加残忍， 造成重大人
员伤亡。

莫斯科卡内基中心车臣问题
专家阿列克谢·马拉申科说，恐怖
主义产生和演化有复杂的经济、
社会、政治和宗教原因。

10年来， 国际社会并没有找
到应对恐怖主义的有效方法。他
说，现阶段，美国主导的反恐行动
主要以消灭具体恐怖分子为目
标，例如击毙“基地”组织头目乌
萨马·本·拉丹，但经验证明，在肉
体上摧毁一个个体， 随后又会出
现新的个体， 武力反恐治标不治
本。事实上，只有世界各国团结一
致、共同努力，才可能击败国际恐
怖主义。

■据新华社

“9·11”十周年 美俄齐拉反恐警报
美国：警惕小飞机袭击 俄罗斯：反恐需标本兼治

美国联邦调查局和国土安全部发布全国警告
说，“基地”组织可能利用小型飞机实施恐怖袭击。

今年9月11日是美国遭受“9·11”恐怖袭击10周
年。美联社4日援引美国执法部门一份5页纸的公报
报道，恐怖分子考虑租用私人飞机并装载炸药。“我
们没有现行、可信情报证明‘基地’及其附属组织打
算立即发动袭击， 但它们一直有兴趣获得飞行培
训，尤其是涉及一些小型飞机。”

公报说，“基地”可能利用一些西方人在欧洲或
美国获得飞行培训，随后让他们成为飞行教官。

国土安全部发言人马修·钱德勒说， 这是例行
公报，“我们与伙伴共享信息，以保持持续警惕”。

2004年9月1日 开学第一天， 恐怖分
子袭击俄罗斯北奥塞梯共和国别斯兰市
第一中学，劫持1200多名学生、家长和老
师。与警方僵持50多个小时后，歹徒引燃
爆炸装置，最终330多人死亡。

2010年3月29日 在上班高峰时间，莫
斯科两个地铁站连续发生爆炸，造成39人
死亡，70多人受伤。

2011年1月24日 莫斯科多莫杰多沃
机场爆炸。一名自杀式袭击者混在接机人
群中， 引爆捆绑在身上的金属爆炸装置，
袭击致死37人，120多人受伤。

俄近年遭遇的恐怖袭击美发布小飞机袭击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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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市民点燃蜡烛，纪念2004年别斯兰人质事件遇难者。 IC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