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苏宁：6月28日-6月30日，购
彩电、冰洗、空调、厨卫等传统大
家电满千则返百，500元封顶。

步步高电器城：6月28日

-30日， 买家电全场最高八五
折；凭当日的百货、超市购物小
票， 来步步高电器城购大家电
再享九八折。

通程电器：6月28日至7月1
日， 购单件商品满800元起，送
食用油、购物卡、油烟机或空调
免费清洗等实用好礼； 累计购

物 满 16888 元 起 ， 送 价 值
1000-4000元购物卡。

国美：6月27日-30日，美的
机械地扇FS40-6A售价179元，
美的空调扇AC120-L售价399
元， 创维彩电 47E610G售价
4399元， 夏普彩电60LX255售
价8999元。 ■记者 杨迪

盛夏，去卖场消暑捡便宜
月底，家电市场依然硝烟

弥漫，卖场举着“年中庆”的牌
子，延长促销的时间。

捡篓子…

夏日养生成为近期关键
词。而豆浆，含有大豆皂甙、异
黄酮、 大豆低聚糖等具有显著
保健功能的特殊保健因子，无
疑成为夏季健康养生的最佳饮
品。

《本草纲目》 记载：“豆
浆——利水下气，制诸风热，解
诸毒”。常饮豆浆可维持正常的
营养平衡， 全面调节内分泌系
统，降低血压、血脂，减轻心血
管负担，增加心脏活力，优化血
液循环等功效。女士常饮豆浆，
能起到美容养颜之功效。

但是如何让豆浆更美味营
养更丰富可以说让广大主妇、
“煮夫” 为难和头疼的事情。九
阳推出的倍浓植物奶牛系列
DJ13B-D58SG豆浆机， 快捷
方便，一分钟超快制浆，让豆浆
倍浓30%。此外，在应对家人不
同口味方面， 九阳豆浆机还配
备果汁、奶茶、营养米糊、纤体
豆浆、高钙豆浆等不同功能，一
机多用。

饮品推荐： 黄绿米润豆浆
材料：黄豆30�克、绿豆 30�

克、大米15克
做法：1、 黄豆和绿豆用清

水浸泡 6~8�小时，洗净备用。2、将
黄豆、绿豆和大米放入九阳全自
动豆浆机杯体中，加水至上下水

位线间，接通电源，按“五谷豆
浆”键，待豆浆制成即可。

功效： 豆浆中富含人体所
需的优质植物蛋白、8种必须氨
基酸等多种元素， 能有效补充
夏季人体流失的多种营养物
质。而以绿豆、黄豆为原料制作
豆浆，更是利气补水、解毒祛火
的养生佳品。 ■记者 杨迪

夏季养生喝出来

推荐…

炎炎夏日，消暑小家电成办公室新宠。 记者 童迪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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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暑大战，小家电有奇效

刨冰机：
制作夏日健康冷饮

40℃的高温下，冰棍晒一天
竟然没有融化， 这样的消暑食
品，你还敢吃吗？

特别是贪凉的孩子，不给他
吃，他哭给你看，给他吃，大人又
不放心。这时候，不妨使用刨冰
机，自己动手制作一份营养又凉
爽的冷饮吧。

把水果、 红豆、 葡萄干、冰
块、糖水等材料准备好，把冰块
放入刨冰机打成雪花状，放上红
豆、葡萄干等，淋上水果汁或糖
水，一杯新鲜出炉的刨冰就做好
了，简单又健康。在炎热疲惫时，
来一口，瞬间降温的同时，也许
会带来不少轻松感。

空调扇：
比空调省电，比风扇凉快

夏日里，吸进肺部的空气都
是热的， 这时候空调派上了用
场，瞬间能使整个空间的温度降
低一二十度。

不过，空调使用太频繁，甚至
24小时开着，享受冷气的同时，每
分钟都在增加的电费也让工薪族
压力不小。 长时间呆在空调房内
对老人小孩的身体健康也会产生
影响。

有人会说，白天吹风扇就好
了。但是当吹过来的风都是热风
的时候，也是一种折磨。这时候

空调扇就派上用场了，虽然它跟
空调没亲戚关系，但是装备水冷
装置的空调扇，能使室内小范围
温度降低至少5℃， 也就达到消
暑降温的作用， 同时它小巧轻
便，能随时移动。

车载冰箱：
外出也能享受冷饮

夏日出门在外，不是随时都
能看到商店买到消暑饮料的，所
以车载冰箱受到越来越多有车
一族的青睐。

在车里，花个几百元买个冰
箱，在炎炎夏日赶路时，能边乘
车边享用冷饮或冰水果，毫无疑
问是一种享受，也必定能提升乘
坐感受。

目前，车载冰箱沿袭了主流
造型———方形，不过色彩要远比
家用冰箱丰富，一些厂家还将其
与各种卡通造型结合起来，做出
了受小朋友喜欢的造型。车载点
烟器的电源输出是车载冰箱的
主要电力来源。故此，车载冰箱
的容量不会很大， 主力容量为9
升-16升的产品。 仅有少量的产
品能提供30升以上的容量。

还有一款仅可冰冻一瓶饮
料的车载冰箱产品。 说其是冰
箱，还不如说它是一个饮料冰冻
器更实在。其用USB线来做电源
供给，平时也可直接放在办公桌
上，用做“案头冰箱”。

■记者 杨迪

6月即将走到尽头，电商大
战逐渐“熄火”，省内零售巨头
苏宁云商却已为下一场规模宏
大的促销热潮做好了准备。

6月27日，苏宁云商长沙地
区管理中心总经理窦祝平表
示，6月28日到7月7日， 苏宁将
在湘、豫、鄂三省七个大区的百
城百店， 同步开展为期10天10
夜的华中联动大促行动。

苏宁华中门店从一过百

2004年，苏宁进驻星城长
沙商业步行街商圈， 打响华中
首战第一枪， 而后在2005年3
月苏宁落户郑州，同年7月落子
武汉江汉路， 自此苏宁华中片
区的三大定鼎基点落成。

多年来， 华中苏宁在连锁
发展速度、经营模式创新、后台
能力建设等方面不断发展，走
在集团发展前列，从1个店到超

过138个店，连锁华中规模效益
在业内优势明显。

窦祝平表示， 苏宁一直走
在革新的发展轨迹上， 经营范
围从电器到图书、百货、金融、
虚拟产品的综合业态， 线下实
体从租赁拓张到自建自购高效
发展， 今年更是引领全球零售
业模式新趋势率先走向“云商
模式”———实体电商双线融合
发展。“华中苏宁， 以集团为依
托、以发展为经络、以革新为血
液，‘九年磨一剑’ 创出一条问
鼎华中的连锁零售强者之路。”
窦祝平说。

1.5亿资源让利消费者

据了解， 苏宁本次华中促
销盛会不仅全面集中各大区规
划资源、各大供应商支持的1亿
资源， 更有总部额外追加的
5000万年中促销资源，全面让

利消费者。
在“双线同价”的基础上，

苏宁经典活动“满千返百”也
“重出江湖”。消费者在6月28日
-6月30日、7月5日-7月7日，购
彩电、冰洗、空调、厨卫等传统
大家电满千则返百，500元封
顶；购3C产品满千返50，300元
封顶。

此外，即日起到7月7日，有
“高温警报 空调抢早” 活动，
1.5P冷暖变频空调仅需2499
元， 名牌1.25P单冷挂机只需
1699元；6月28日-30日，有“万
人空巷抢冰箱”活动，全场低至
6折，8.5折封顶， 一款名牌单门
冰箱599元， 名牌两门冰箱999
元等；6月27日-30日将有“4天3
夜彩电拼购会”，先锋32寸LED
只需1499元、国产39寸智能3D
只需2799元等。 同时还有厨卫
品类“放价”，一款超滤净水器
只需699元等。 ■记者 杨迪

下一场家电大战即将打响
苏宁三省百店1.5亿军备参战

高温袭城， 酷暑难耐，“找校长装空调”、“非洲学生为
逃高温要回家”、“摔一跤成三级烫伤” 等围绕高温的话题
在网上热议。

而降温消暑也成为夏日的头等大事，太阳帽、太阳伞、
太阳眼镜纷纷登场，冰箱、空调、电风扇等制冷家电也随之
热销。“消暑作战”无处不在，不少消暑神器也走入大众视
野，省电的同时，要同酷暑“一较高下”。

盛夏已至，面对市面上琳琅满
目、种类繁多的冰箱产品，如何购
得一款称心如意的高性价比冰箱，
成为不少市民犯难的问题。

在选购冰箱时， 要从功能、外
观、容积、价格等多方面，进行全方
位的考量和比较，这样你才能算是
个行家。

以 美 的 双 门 冰 箱
BCD-185QM为例，它采用先进的
优化制冷系统，把制冷节能科技推
向新境界。 与相同容量的产品相
比，不仅节能省电15%，价格还节
省了30%，两天不到一度电，精打
细算价最低仅需1199元， 超高的
性价比成为它备受瞩目的标签。

美的BCD-185QM冰箱采用
新一代的丝管蒸发器， 全面领先传
统板管蒸发器。经过精心打造的先进
材料，对身体没有丝毫毒害，且不易
发生化学反应，更能保障您的身心健
康。高科技材质更加坚固耐用、永不生
锈。制冷管与抽屉底部接触，热传导快
速直接，制冷强劲而不结冰。通过CE

（欧盟强制性安全认证）和ROHS标
准，使用起来既环保又健康。

美的BCD-185QM冰箱不仅
具备高效节能的强大优势，搭载的
诸多人性化配置让您倍感温馨，考
虑周到的商品配件，让您的家居时
光更加惬意便捷。

时值全线飘红的六月电商大
战，美的冰箱联合京东商城共同举
办美的冰箱“618专场暴走活动”

———直降、送礼、免单，三重大礼爽
翻盛夏，大小冰箱、冰柜、酒柜一应
俱全。美的冰箱将以最诚信的优惠
价格，史无前例的促销规模，全新
的销售渠道满足消费者追求最高
性价比、最一流产品质量的消费需
求。 美的冰箱将根据您的切实需
求，帮您选购到品质优良、物美价
廉的冰箱产品， 助您品味新鲜，清
凉度夏。

冰箱的秘密：教你如何挑选物美价廉又适合的冰箱

经济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