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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机折价新机补贴

你听说过以旧换新吗？
当然听说过！
但你听说过“汰旧换新”吗？

“汰旧换新”与以旧换新看似一字
之差，但却有天壤之别。 汰旧换新是中
国电子视像行业协会联合 TCL、TCL
奥博（天津） 环保发展有限公司 2016
年在全国掀起的促进消费结构升级，促
进家电产品可持续发展，发展绿色循环
经济的重大行动。

对很多消费者来说，家用电器过了
安全使用期，换还是不换？ 这恐怕已经
成了你我的痛点。直接报废感觉还可以
用，继续使用吧，现在流行的互联网应
用，最新科技又体验不到。 其实，2014年出台的
《平板电视安全使用年限规定》已明确，家用平
板电视机的安全使用年限为 7 年， 超龄服役的
电视，不仅观看体验落后于时代，更可能在家里
埋下一个定时炸弹。

那么，我们趁着汰旧换新行动，既为家庭消
除安全隐患， 又让家人享受到全球前沿的高科
技产品，何乐而不为呢？

这次汰旧换新 TCL在“汰”计划上做足了功
夫。不仅准备了全球全新上市的 2016年高新技
术产品， 而且在“汰旧换新” 活动中选购
TCL2016 年全新高科技产品还可最高享受
1000 元新机补贴，优惠力度空前。 据悉，曾在
2016 美国 CES 展上引发全球轰动的 QUHD�
TV系列产品，作为站在全球科技前沿的下一代
电视代表，也将在“汰旧换新”行动中首次与大
家零距离见面。QUHD� TV是 TCL搭载了独家
专利绮丽画质处理引擎、采用量子点显示技术，
并搭载多项全球科技前沿综合画质提升技术的
创新高科技产品， 代表着全球电视业的一线科
技水平和研发实力。

数据显示，截至 2015 年底超过安全使用年

限的 CRT电视仍有 2 亿台、 平板电视 5000 万
台。 以往的以旧换新，旧家电回收价格低、过程
繁琐，而且旧机回收流程不规范，导致很多小作
坊回收旧家电后随意存放、拆解，对当地环境造
成很大污染。本次汰旧换新行动，TCL不仅旧机
折旧价格更高， 而且确保废旧家电回收真正进
入绿色生态循环模式。

值得一提的是， 中国电子视像行业协会作
为权威机构将会全程参与其中， 并与国内最大
的废旧电子处理企业之一 TCL奥博（天津）环保
发展有限公司进行高度专业合作。 正是基于
TCL 的严格准备和统筹， 中国电子视像行业协
会最终锁定 TCL，并授予 TCL“汰旧换新先锋企
业”资格。

从即日起至 4 月 13 日，TCL 将组织上门收
旧， 消费者可抢先将旧电视换为汰旧换新折价
凭证， 在 4 月 14 日———4 月 18 日到全国各
TCL 终端卖场，凭该折扣券抵扣等额现金，即可
换购 2016 年全新高科技电视产品，让自己借助

“汰”不一样的“汰旧换新”行动，真正既享受全
球一线高科技产品， 又解除家中的废旧家电隐
患，做一个绿色环保达人。

深圳大妈壕气冲天
600万投资小伙互联网创业项目

3月 30日，某创业路演活动在深圳进行
时遇到突发事件，一位大妈现场抢镜，在创
业者路演途中起身发言声称“要拿出 600 万
投资这个小伙子的互联网创业项目”， 数百
创业者和观众惊呼“土豪来了”。

事情发生在深圳 EPC艺术文化中心，十
余个互联网创业项目正在为融资进行路演，
不少优秀创业者登台演讲，介绍自己的项目
并向投资人征求意见。 就在第二位创业者完
成演讲准备下台时， 一位大妈起身高喊，希
望能够“说两句”。

在全场注视之下，拿到话筒后的大妈语
出惊人：“我刚才在下面听这个小伙子说的
非常好， 我认为他要干的这事儿挺靠谱，值
得投资，正好我手里有点闲钱，所以在这里
想拿出六百万来投资这个小伙子！ ”

这个插曲瞬间引爆会场气氛，在被工作
人员引导到后台后，大妈向笔者透露，自己
虽然对互联网不是非常了解，但在以前的投
资经历中总结出了一个经验，就是哪个领域
热门就投哪个：“最近身边人一直在讲互联

网 +，讲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我就觉得做移
动互联网一定有前途，不光是年轻人，我们这
个年龄段的人也同样离不开互联网。 ”

对于自己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寻找投资机
会，大妈坦言自己也是“迫不得已”。由于不了
解互联网行业的运作模式， 自己几次想去找
投资机会，都不得门而入，这次正好路过这里
看到有这样一个能够投资移动互联网创业者
的金熊掌路演活动，就直接进来了。

她表示来之前也做过一些功课：“看
了些创业类节目， 感觉有些老师就一两
百万的投资， 还要求多， 眼光也不是很
好， 不太了解我们中国普通老百姓真正
想要的是什么，我要是拉上一群姐妹做，
凑出来的钱肯定不少。 ”

对于深圳大妈 600 万投资创业小伙事
件，专家在此建议大家需谨慎投资，大家一定
要建立良好的投资心态， 并充分了解自己想
要投资的项目， 这样才能保护好自己的钱袋
子，并实现财富的良好增值。

圭贤

蒂森克虏伯电梯(中国)总部大楼
暨研发中心揭幕

2016 年 3 月 23 日，全球知名电梯品牌
蒂森克虏伯电梯(中国)总部大楼暨研发中心
揭幕仪式在上海成功举行。 进入中国 20 年
以来，蒂森克虏伯电梯稳步落实在华发展战
略，逐步加大在华投资，并以创新技术推动
中国电梯业务发展，助力中国新型城镇化建
设。 作为蒂森克虏伯电梯在华最重要的投资
项目之一，总部大楼的建成标志着蒂森克虏
伯电梯在中国发展的又一里程碑，也代表着
其深耕中国、与合作伙伴共赢未来的决心与
信心。

此次揭幕的蒂森克虏伯电梯（中国）总
部大楼是其迄今为止在华最重要的投资项
目之一， 总投资 1.2 亿元， 占地面积约
15,000 平方米，总高 40 米。 内部配备了蒂
森克虏伯电梯最具代表性的创新电梯与扶

梯产品。 其中蒂森克虏伯双子电梯实现了两
个轿厢在同一个井道中独立运行；智能化目
标选择控制系统（DSC）通过减少停靠楼层，
最大程度地缩短了运行时间。
未来，蒂森克虏伯电梯将持续以创新技术、

优质产品和服务，助力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

“汰旧换新”先锋企业TCL
携视像协会掀 4·14登陆日

3月30日上午9时许， 蓝山
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巡逻中
队原副中队长王铁遗体告别仪
式在县夔龙公园举行， 永州市
政法委、 市公安局等机关都派
员参加了吊唁。 县城近万群众
闻讯自发前来悼念。

处理事故因公殉职

3月24日凌晨，一辆从广东
开往蓝山方向的半挂牵引车经
过南风坳下坡路段时突然发生
事故， 货厢撞上公路左侧的悬
崖护栏，车头甩出100多米远。

接到110指挥中心指令后，
蓝山县交警大队巡逻中队副中
队长王铁赶往现场， 配合救援
车对侧翻货车进行施救。 王铁
安排两名协警守住事故现场南
边的路口， 对北上的车辆进行
截流和引导， 自己则守住现场
北端的路口， 引导南下的车辆
紧急避让……直到凌晨4时，完
成事故现场初步处理。

下午4时，事故车厢扶正归
位， 数十吨钢材成功转运。这
时， 王铁发现救援吊车和事故

车厢旁边还立着一个警示标
志，影响车辆通行。他上前挪开
后，下意识退到路旁。

而准备起步的救援车突然
发生故障，顺坡后滑。王铁躲让
不及， 夹在救援车和事故车厢
之间，头部重伤，血流如注。赶
来的医护人员全力抢救， 已无
力回天。

工作16年从没请年休假

1999年从湘潭大学毕业，
当时年仅23岁、 风华正茂的王
铁像他所崇拜的父亲一样，选
择了警察这份光荣的职业，进
入双牌县公安局， 从一名默默
无闻的普通警员干起。2013年
底被上级派往驻扎在南风坳下
的蓝山县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巡逻中队，担任副中队长。

巡逻中队中队长李少军
说，王铁平时对工作极度负责，
巡逻中队虽然设在所城镇长铺
的S216线路边， 开车回县城也
就10来分钟车程， 按规定每周
星期六和星期天警员可以轮流
调休一天， 但王铁不到轮休那
天绝不离开中队。 有时即使巡
逻车开到了县城， 他也只守在
S216线上巡逻， 从来没有在中
途回过一次家。据李少军回忆，

“他工作16年了，从没请过一次
年休假， 一门心思扑在工作
上。”

亏欠妻子用勤做家务弥补

王铁的母亲平时不过生
日，2009年家里给她办了一个
六十寿诞，所有的亲戚都来了，
唯独儿子王铁没有回家。

王铁的妻子龙燕说， 家里
的衣柜里他没有一件像样的衣
服， 平常穿的几件衣服都是十
多年前买的衣服。

王铁平时坚守在巡逻中
队， 家人想见他一面都难。但
令妻子欣慰的是，王铁每次回
家都主动承担家务， 打扫卫
生、洗衣洗被，或做上一顿可
口的饭菜。“他很会炒菜，遗憾
的是他经常在外面巡逻，吃他
亲手炒的菜不多。” 妻子龙燕
回忆道。

这些年，王铁2次被县政府
嘉奖、2次被县公安局嘉奖、1次
被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评为
先进个人、6次被大队表彰 。
2015年， 他所在中队被省公安
厅评为2016年春运安保工作先
进集体。

■记者 黄海文
通讯员 杨雄春 唐荣兵

刚处理完事故，救援车失控冲向他
蓝山交警王铁因公殉职，上万群众自发悼念

本报3月30日讯 今日，凤凰
县委县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就
暂停凤凰古城围城设卡验票作出
说明。宣布将于4月10日起，正式
暂停凤凰古城围城设卡验票方
式，保留古城景点验票方式。

据了解， 凤凰古城2013年4
月起试行的以“景区整合经营、围
城设卡验票” 为主的旅游管理服
务新体系，成效显著。但在运行中
也出现了一些新矛盾， 主要表现
在围城设卡验票方式已不适应旅
游市场发展的新需求，卡点内外、
古城景区和其他景区发展不平衡

问题难以解决， 城内景区交通压
力巨大。下一步，凤凰古城将继续
做好专家论证、风险评估、群众听
证和合法性审查， 就是否取消古
城围城设卡验票方式进行集体决
策。

据悉， 凤凰县将坚持一手抓
旅游管理服务新体系的完善，一
手抓景区景点拓展和旅游基础设
施建设， 努力实现凤凰文化旅游
产业由旅游观光型向休闲度假型
提升，加快建设国际旅游目的地，
推进凤凰文化旅游产业持续健康
发展。 ■记者 梁兴

凤凰古城4月10日起暂停“围城验票”

这是3月30日拍摄的湖南凤凰古城核心景区。 新华社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