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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的舒适星空调 瞄准用户趋向主打舒适牌
“制冷制热是本分，节能舒适是

本事。 ”美的空调和 AC尼尔森联合
调研发现， 在国内中高端空调市场，
在产品的基本功能需求已经满足的
当下，越来越多的用户开始更多的关
注舒适、健康、外观等差异化需求。特
别是，传统空调“风不自然” 、“风太
硬”已成为“送风舒适性”的最大痛
点之一。 今年 8月，美的空调创新推
出“舒适星” 空调，其独创的“无风
感”送风技术，凭借健康舒适的产品
诉求，分解强风为无感柔风，让室内
有凉感，无风感，解决了用户“开空调
怕吹风”的历史性难题。
中高端空调产品注重提供多重健康
保障

美的空调研发人员介绍， 利用
空气动力学的 “降压增速” 原理，
“舒适星”空调创造性地开发出“微
孔导风” 系统，在 0.048 平方米的导
风板上， 设置了 1906 个方向不一、
大小各异的微型气孔， 让集中的气
流疏散成众多细微的气丝， 把空调
的强风分解为无感柔风， 避免直吹
人体，解决传统空调“风太硬” 的老
难题。

为了解决传统空调送风“不自
然” 的难题，美的“舒适星” 空调还

运用了和清华大学历时三年研发的
“自然风” 技术，在启动“自然风”
模式时，美的“舒适星” 空调可以模
仿自然风的风速变化， 实现时大时
小的风速变化， 使房间调温至 30
度，给人 28 度的感觉，达到舒适如
回归自然的感觉。 此外美的 “舒适
星”空调还应用无级调速技术，实现
风速从 1—100%之间的精细化调
节。 此外，这款空调还匹配了直流变
频电机及大直径贯流风轮， 降低了
运行时的噪音， 对易失眠的用户入
睡有较大帮助。
智能调节舒适 将健康落到实处

近年来，在要求空调制冷、制热
基本功能过硬的同时， 越来越多的
消费者开始关注空调的健康、舒适、
智能。 其中，一个叫“PMV” 的功能

在空调行业颇受
流行 。 据了解，
PMV 指数是由丹
麦的范格尔教授
提出，它是一个表
征人体热反应 (冷
热感)的评价指标，
代表了同一环境
中大多数人的冷
热感觉的平均值。

美的最新推出的“舒适星” 空调，就
搭载了 PMV 功能， 通过判断室内
“温度、热辐射、衣着、湿度、活动量、
风速”等六个参数，让空调在检测到
人体至佳舒适状态下自动运行，输
出让用户最舒适的环境温度， 让清
凉舒适健康。 此外，美的“舒适星”
空调在温度调节方面， 还改变了传
统空调 1℃的阶梯模式， 采用 0.5℃
的温度阶梯， 让空调的温度调节可
以更加精细，也更加健康，特别适合
家里有老人和小孩的家庭使用。

日前，中国质量认证中心(CQC)
联合中国家用电器研究院就发布了
国家首批空调舒适性认证， 让消费
者在选购舒适空调是有据可依，美
的“舒适星” 空调就位列其中，消费
者可以放心选购。

手机百度可购汽车票 从此告别排队
“手机百度就能买汽车票，再也

不用来回跑汽车站买票了， 而且还
减了我 8块钱！”湖南师大的一名大
三学生在宿舍用手机百度买完回家
的汽车票后欣喜不已。 十一长假将
近，不少人选择回家，对于一些家乡
没有火车直达的人来说， 坐汽车是
最为便捷的方式。 近日，手机百度推
出汽车票预订功能， 我省市民可随
时随地通过手机百度提前预订汽车
票，并享受首单立减 8元的优惠。

笔者了解到， 目前手机百度购
票功能已经对接长沙东站、南站、西
站、长株潭汽车站、黎托汽车站等五
大汽车站，仅从长沙到凤凰，就有 22
趟车次支持在线购票。 经过笔者体
验，使用手机百度购票十分简单。 首
先打开手机百度， 然后输入 “汽车
票” ，便可直接跳转到汽车票查询页
面， 填写相应信息后即可完成支付
购买，整个过程只需几分钟。 购票成
功后，旅客可凭取票码、身份证等凭

证提前到车站自助售票机或售票窗
口取票。

此外， 旅客还可通过在百度地
图中搜索 “汽车票” ，或者打开手
机百度“生活 +” 页面，也同样可以
方便地购买到汽车票。 据悉，手机百
度购票目前仅支持全价票，儿童票、
学生票、 优待票等特殊票种的购票
服务将在今后逐步推出。 个人每次
购票不超过 5 张， 暂不支持网上退
改签。

家庭洗消升级生物时代
比亚酶联手天猫发布“酶好攻势”

9月 19日，北京森根比亚生物工
程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森根比
亚” ）承办的一场主题为“共享美好
生活 比亚酶开启绿色生物洗消新时
代” 的国家 863 重大生物科技成果
转化高端制造产品高峰论坛会在北
京举行。 当天，森根比亚发布了比亚
酶民用全系产品，以及全球首发比亚
酶代言人汪涵为其录制的新广告片。

据介绍， 此次比亚酶全新发布
的“酶 +” 系列，包括比亚酶生物餐
具净、果蔬速洗液、厨具易、消毒液、
洗衣液、洗手液等多款洗消用品，其
以我国军工生物酶技术为产品开发
原点， 致力于为家庭食品安全问题
提供解决方案， 填补食品清洗全新
市场， 打造家庭生物清洁与消毒领
域领导品牌。

问及代言比亚酶的原因， 汪涵
表示，现在食品安全问题突出，一直
以来， 自己都从各方面不断寻找能
够守护家人健康的途径， 机缘巧合
之下，结识了比亚酶，自己还自费找
国外权威第三方机构对比亚酶做了
检测，效果非常令人满意，怀着对家

人朋友的爱， 以及作为一个公众人
物， 他觉得自己有义务有责任去推
广这种绿色健康的生活方式， 让人
们的日常饮食更安全。

本次发布会上，森根比亚还正式
对外宣布比亚酶系列产品在天猫首发
的消息，并由到场的相关部委领导、专
家，以及比亚酶董事总裁奉海波、天猫
快消品行业总经理黄爱珠、 加加集团
董事长杨振和比亚酶代言人汪涵一
起，共同举行品牌揭幕仪式。

奉海波表示，作为国家 863重大
生物科技成果， 比亚酶从实验室走
向民用市场是家庭洗消行业的升级
和新趋势， 特别是实现在饮食安全
领域的重大突破， 可以有效解决食
品安全问题。“为了让更多的人能够
拥有这种健康的生活方式， 森根比
亚需要承担起更多的社会责任，跟
天猫合作的意义正在于此。 ”

奉海波还透露， 比亚酶将在 11
月联手天猫，在全国发起普及 13 亿
人口果蔬安全清洗的公益活动，让
更多人享受到比亚酶开启的绿色生
物洗消生活。 （齐秀）

高贵“罗马宝石”触底放价
蒙娜丽莎国庆真“石惠”

9 月 18 日起至 10 月 8 日，蒙娜
丽莎瓷砖开启 2015 年中秋国庆“金
九银十抢石惠” 大型促销活动。在装
修黄金季，蒙娜丽莎瓷砖以底价、套
餐、线上免费预约、免费送阳台小砖
等多重实惠真情回馈消费者。 活动
主题“抢石惠” 是针对蒙娜丽莎瓷
砖新品美学经典“罗马宝石” 系列
前所未有触底价而说。

据悉， 蒙娜丽莎罗马宝石因其
顶级石材纹理与柔美精致的细节肌
理交相辉映，集工艺美学、设计美学

和材料美学为一体，是打造时尚高贵
府邸理想饰材， 触底价机会难得，如
果你正在为好的仿石瓷砖高价而头
疼的话，国庆赶快“抢石惠”吧。

蒙娜丽莎瓷砖企划总监杨晓林
指出，本次新品“罗马宝石”系列触底
大放价，是为提醒消费者别错过这个
高端低价的产品购买机会。其次就是
建陶行业始创的线上预约上门量尺
寸、设计出图、报价全免费，贴心 360
度免费服务。

（韩子君）

吸烟会显著提高肺癌和心脑血
管疾病风险已是医学界一个普遍认
识， 而中国科学家主导的两项新研
究表明， 吸烟不仅是糖尿病的一个
重要风险因素， 也会显著增大糖尿
病患者罹患心血管疾病的风险。研
究人员估计， 全球由吸烟引起的糖
尿病患者总数已达约2780万。

■据新华社

要快读

俄罗斯总统普京22日表示，俄
经济形势“困难但不危急”。普京当
天主持召开2016年财政预算准备
会议时说，当前形势下，采取一揽子
措施帮助俄经济摆脱衰退尤为重
要， 应充分发挥预算对经济发展的
引导作用。 虽然当前俄经济形势较
为复杂，但并不是危机性的。在政府
大力完善相关政策的基础上， 俄有
充足力量巩固经济。 ■据新华社

普京：俄经济形势
“困难但不危急”

研究：全球近2800万
烟民患糖尿病

全球知名医药企业葛兰素
史克（gsk)近日因早年间的一
份报告被公开指责。

据英国《卫报》报道，刊发
在《英国医药期刊》上的一项最
新研究披露，葛兰素史克2001
年发表的一份报告“有缺陷”，
其声称该公司生产的帕罗西汀
（paroxetine）能够帮助治愈儿
童和青少年的抑郁症状。但是，
这份试验报告忽略了一个事
实， 那就是儿童和青少年群体
服用该药已经不断表现出自杀
想法的风险。报道称，这一报告
已经导致数以百万计的儿童被
开处了有潜在危险的抗抑郁
药。

对此，葛兰素史克发言人接
受媒体采访时表示，该药可能会
增加的自杀风险，是医学界和监
管者都已经知道的事情。

明星药导致自杀风险

帕罗西汀是抗抑郁的明星
药物，以Paxil和赛乐特被人们
所熟知。

《英国医药期刊》“再分析报
告”研究者发现，在试验中的275
名儿童和青少年中，有11名服用
Paxil有自杀或是“自害行为”。而
该人群中只有1名服用安慰剂的
人出现这样的有害行为。

葛兰素史克这份具有影响
力的报告宣称该药物对儿童和
青少年是安全的， 却并没有披
露服用该药物后有自杀倾向青
少年的真实数字。

而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局告诉记者，2012年FDA刑事
调查局发表的美国司法部一份
声明表明， 因为并未报告安全
数据和对其药物的“欺诈指
控”，葛兰素史克支付30亿美元
的罚款， 而这些药物中就包括
帕罗西汀。

美200万青少年被开药

报道称，葛兰素史克误导医
生和公众，让他们认为其生产的
抗抑郁药是安全和有效的，但是
对于这一点没有任何证据去证
实。此举导致单单在美国这一地
区就有200万青少年被开处该
药。

英国威尔士班戈大学的精
神病学教授大卫·海利表示：
“很难去了解这么多自杀儿童
如何被忽视， 但是我们认为如
果人们研究和查看这些数据，
甚至是没有受过训练的人也会
发现至少有服用了该药物的12
名儿童、 青少年变得有自杀倾
向。 儿童出现自杀倾向的比例
是非常高的。” ■据法制晚报

葛兰素史克被指让百万儿童吃错药
研究披露其报告存缺陷 自称抗抑郁药安全却无证据 涉事药物中国有售

有风险“都已知道”，涉事药物中国有售

公司回应

葛兰素史克公司发言人埃利诺·邦奇表示，这项特定
的试验是在上世纪90年代进行的， 其中包括了监管者和
葛兰素史克所进行的详细评估， 也指出了可能会增加的
风险。这是医学界和监管者都已经知道的事情。

而对于该药在中国的市场情况，邦奇告诉记者，可以
确认的是该药同样在中国市场进行销售。

摊派12万难民，欧盟达成一致
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22日在布鲁塞尔举行紧急会议， 就转移

安置意大利、希腊境内的12万难民达成一致。据联合国难民署公布
的最新数字， 今年以来已有逾44万难民和移民横渡地中海前往欧
洲，途中有近3000人死亡或失踪。 图为9月23日，难民抵达匈牙利
海吉什豪洛姆。 新华社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