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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业

平和堂
10月25日，超市食品馆会员9

折， 刷联名卡再9.5折；10月26日
至27日，商场会员3倍积分；即日
起至12月31日每周五、六、日持交
行联名卡单笔消费满1088元，可
获赠平和堂50元商务卡一张。

岁宝百货
即日起至10月28日，百货区1

元起换2倍电子折扣卡， 部分柜
台1元换1.5倍电子折扣卡， 多兑
多换，依此类推；即日起至10月27
日，凡在超市区单票购物满58元
即可加1元换购。

悦方ID�Mall
10月31日至11月1日，在商场

消费满99元，即可自选万圣节服
装、道具，玩转万圣节Cosplay，并

可免费获赠可乐摄影展照片一
张；消费满199元，即可免费领取
万圣宝袋。

新世界百货
10月23日至11月3日秋品满

200元送200元，满400元送400元，
依次类推，多买多送；活动期间
购物满200元即送香港周门票两
张，周末加赠环保袋。

步步高广场长沙店
即日起至11月3日，商场2013

秋季服饰新品全场3.8折起出清；
凡在商场1楼中厅购沙驰系列满
580元赠两用手包1只， 满1680元
赠精美票夹1只，满2680元赠长款
钱包1只。

■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朱蓉

10月23日，优衣库在其位
于上海的全球最大旗舰店内
发布了该品牌2013高级轻型
羽绒系列 /HEATTECH系列
商品， 并透露将在今年首次推
出HEATTECH特别款Extra�
Warm系列。据悉，该系列在设
计上更加注重加强功能性，从
面料到设计上的升级保证了商
品在温暖性、 舒适性和选择性
等基本性功能上全方位提升。

2013高级轻型羽绒系列
共有12种不同款式，超过150
个不同的颜色花式， 由于采

用了先进的印花工艺， 因此
成功再现带阴影和层次感的
牛仔风格和针织风格新花
色，带给消费者更多选择。据
介绍， 该系列商品含绒量高
达90%， 这也保证了带给消
费者轻盈穿着体验的同时保
暖性的提升。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经过
反复改良，此次全新推出的以
优衣库高级轻型羽绒服史上
最小、最轻量为目标的“女装
轻型便携式羽绒服”， 能够像
针织开衫一样适合搭配各种

造型，满足女性消费者在冬季
“爱美”的需求。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朱蓉

调查
近9成洗衣机带童锁

在五一广场某卖场， 有小
天鹅、三星等品牌洗衣机在售，
不论是波轮洗衣机， 还是滚筒
洗衣机， 在控制面板上多数带
有“童锁”字样或者儿童头像标
志。

“出售的波轮双桶、滚筒洗
衣机都有这一功能。”卖场导购
员介绍，价位在1000元以上的
洗衣机均有“童锁”功能。

打开售价2199元的波轮
洗衣机，长按“童锁”键3至5秒，
在洗衣机开始运转后， 在控制
面板上按任一键均无反应，但
洗衣机盖依旧可以打开。 导购
员介绍， 童锁键只是防止儿童
乱按，并不能锁定机盖。

“市面上近9成洗衣机虽带
有‘童锁’功能，不过多数只是
为了防止儿童误按， 打开机盖

机器会停止运转， 而关闭后依
然正常启动。” 业内人士介绍，
“目前，只有中高端的滚筒洗衣
机能够实现整机锁定， 保证机
盖在‘童锁’功能开启后不被打
开。 ”

延伸
饮水机、消毒柜也有安全锁

“饮水机放在客厅里，有热
水功能，好怕小孩去乱按。”10
月24日， 长沙市民周女士说，
宝宝去年出生， 现在正是好动
阶段， 担心她会误按到饮水机
的热水键。

目前， 市面上不少饮水机
推出“童锁”功能，或增加了防
止儿童烫伤的设施。 比如打开
柜门，可以看到滑动锁定键，而
锁定后，热水的按钮按不下，此
类饮水机售价不高， 大多在
1000元以内。

虽
并 未 标 明
“童锁”，不少消
毒柜、蒸箱、冰箱也有类似的
功能。某高端厨电品牌的消毒
柜，只需长按电源键，机器开
始运行后柜门便自动锁定。

专家
童锁功能需引起重视

对于家电安全事故的频
发， 家电行业资深人士刘步尘
认为， 主要是消费者对家电中
存在的儿童安全隐患还不够重
视， 一方面是由于厂家或销售
人员在售卖时对这项安全功能
提及得并不多， 二是家长重视
程度不够。他认为，双方都应引
起足够的重视， 以避免悲剧再
次发生。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杨迪

超大的屏幕、 颜色绚丽的
画面、 随着电影情节晃动的座
椅，仿佛置身于现代化的影院。
在湖南省第三届金博会上，由
环球华影（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推出的全球首款100英寸超薄
“炫幕FABULUS”激光电视吸
引了参观者争相驻足观看体
验， 而这也拉开了激光电视入
湘的序幕。

记者了解到， 激光显示技
术是半导体显示的一种， 激光
电视制造工艺简单， 色域覆盖
率理论上可以高达人眼色域范

围的90%以上， 比目前LED电
视最高62%色域覆盖率又提高
了一个档次。 鲜艳的图像可以
投射到各种材料， 甚至是弯曲
表面，且不受视角影响。

此外 ，“炫幕FABULUS”
激光电视功耗只有200瓦左
右，节能优势明显。由于光源采
用反射方式， 市民在观看屏幕
时眼睛的感受与平常观察外界
环境无异。值得一提的是，未来
“炫幕FABULUS”的色彩标准
将会达到好莱坞电影DCI标
准，实现用户享受“家庭影院”

的需求。
环球华影销售经理程鹏介

绍，虽然初露锋芒的“炫幕”激
光电视， 短时间内还无法取代
LED电视， 但是随着消费者对
电视产品大屏显示、清晰成像、
节能环保、 最优性价比以及匹
配未来3D显示等方面的需求
日益强烈，假以时日“炫幕”等
一批激光电视产品极有可能成
为“LED终结者”，走进普通百
姓的生活。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潘海涛

实习生 钟雅洁 孙旖雯

家电安全功能备受关注
“童锁”能锁住孩子安全？

现在， 人们都喜欢清新自然
的素颜美，认为素颜才是检验美
丽面容的最高标准。那么，怎样才
能拥有白皙的素颜肌肤呢？

不少人会跟你说：食补。说起
豆浆大家都不会陌生， 很多女性
朋友们会问，一杯简单的早餐饮
品还具备美容功效么？其实，经科
学研究显示豆浆含有一种植物
雌激素“黄豆苷原”，该物质可调
节女性内分泌系统的功能。

每天喝上300至500毫升的
鲜豆浆，可明显改善女性心态和
身体素质，延缓皮肤衰老，减少青
少年女性面部青春痘、 暗疮的发
生，使皮肤白皙润泽达到养颜美
容的目的。

除此之外，经常饮用鲜豆浆，
可起到平衡营养、 调整内分泌和
脂肪代谢系统、分解多余脂肪、增
强肌肉活力的作用。如此一来，既

保证人体营养， 又达到健康减肥
的目的。

豆浆美颜好，磨浆是关键。九
阳豆浆机采用世界级专利轴流
磨粉碎技术，精细研磨，充分释放
原料的营养元素，磨得更加细腻，
利于人体吸收。

这里向大家介绍一个用豆浆
敷脸的方法———豆浆补水法：每
天用九阳豆浆机磨出的豆浆敷脸
15至20分钟， 一个星期你就能明
显感觉到皮肤变水嫩， 补水效果
显著。 如果不想浪费剩下的豆浆
渣，还可以用豆浆渣去角质，能够
使皮肤变得更有光泽， 对护肤品
吸收能力更好。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杨迪

激光电视正式入湘欲引发客厅革命

优衣库发布2013高级轻型羽绒服系列

近日，“洗衣机绞死女
童案”引起家电产品安全热
议。有关人士透露，事实上，
除了家长对孩子加强看管
外， 目前市面上近9成洗衣
机具备的“儿童安全锁”功
能也可以起到辅助确保儿
童安全的作用。

10月24日， 走访长沙
多家家电卖场后， 记者发
现，不仅洗衣机带有儿童安
全锁，净水器、冰箱、消毒
柜、蒸箱等产品也带有这一
功能。

喝豆浆、敷豆浆，做素颜美女

苏宁：
10月18日至10月31日，凭购

物发票和会员卡号到前台填写
抽奖券， 可参与抽免单大奖，最
高免单金额高达4999元；彩电在
挂牌价基础上直降200元至2000
元不等。

步步高电器城：
10月25日-27日，购彩电、冰

箱、洗衣机、空调、烟机、灶具、热

水器、 消毒柜单件满1000元送
150元现金券； 满2000元送300元
现金券，依此类推，上不封顶。

通程电器：
10月26日至27日，到东塘旗

舰店、西城旗舰店维修小家电的
市民， 可获得小家电维修全免
（包含工费、更换零件费）名额，
先到先得。

■三湘华声全媒体记者 杨迪

导购…

捡篓子…

十月最后一波促销

找便宜…

10月24日，长沙市芙蓉中路，某电器
卖场内销售的洗衣机。 实习记者 唐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