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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春季季装装修修正正当当时时
应应提提前前选选好好空空调调

什什么么是是一一年年中中最最适适合合装装修修
时时节节??那那当当属属阳阳春春三三月月了了，，正正所所
谓谓““装装修修未未动动，，空空调调先先行行””，，不不管管
你你是是乔乔迁迁新新居居还还是是新新婚婚燕燕尔尔，，
提提前前挑挑选选客客厅厅空空调调则则是是必必修修
课课。。提提前前选选好好空空调调，，对对于于装装修修之之
后后的的除除异异味味、、除除甲甲醛醛等等需需求求也也
都都有有裨裨益益。。但但是是，，当当面面对对市市面面上上
琳琳琅琅满满目目的的空空调调产产品品时时，，如如果果
不不是是专专业业人人士士，，很很容容易易被被厂厂家家
宣宣传传所所误误导导，，作作为为一一名名消消费费者者，，
掌掌握握一一些些购购买买空空调调的的秘秘籍籍还还是是
非非常常有有必必要要的的。。

秘秘籍籍11：：按按面面积积选选空空调调

选选购购空空调调时时，，我我们们首首先先要要
考考虑虑房房间间面面积积，，房房间间大大小小的的不不
同同，，所所需需要要购购买买空空调调的的匹匹数数也也
不不一一样样，，一一般般1166平平米米以以内内的的房房
间间使使用用11匹匹空空调调 ;;2200——2233平平米米使使
用用11 .. 55匹匹;;2255--3333平平米米使使用用22匹匹;;3355--
4400个个平平米米使使用用22 .. 55匹匹。。但但是是，，考考虑虑
到到使使用用空空调调的的房房间间状状况况和和地地域域
气气候候的的差差异异，，以以及及居居住住人人数数和和
电电气气设设备备等等因因素素，，买买空空调调应应当当
买买大大不不买买小小。。

秘秘籍籍22：：看看能能效效比比

能能效效比比又又称称性性能能系系数数，，单单
位位WW。。在在购购买买空空调调时时，，能能效效比比越越
大大说说明明这这款款产产品品越越省省电电((能能效效比比
级级别别定定义义：：能能效效比比==制制冷冷功功率率//
输输入入功功率率。。同同样样的的制制冷冷量量下下分分
为为55个个级级别别，，55级级能能效效比比最最低低，，耗耗
电电最最高高;;11级级最最节节能能，，但但是是价价格格相相
对对较较高高一一些些))。。

秘秘籍籍33：：看看功功能能

随随着着智智能能家家电电时时代代的的到到
来来，，一一部部分分空空调调产产品品搭搭载载了了智智
能能功功能能，，比比如如自自清清洁洁、、智智能能除除甲甲
醛醛、、远远程程物物联联等等，，选选购购空空调调时时，，
消消费费者者可可根根据据自自身身使使用用需需求求进进
行行选选择择。。

秘秘籍籍44：：品品牌牌售售后后服服务务

在在选选购购空空调调时时尽尽量量挑挑选选大大
品品牌牌有有保保障障的的空空调调厂厂商商购购买买，，
在在日日后后的的使使用用中中质质量量以以及及售售后后
都都会会有有保保障障。。

秘秘籍籍55：：关关注注商商家家促促销销活活动动

盯盯紧紧商商家家的的促促销销活活动动，，关关
注注是是否否有有大大型型促促销销活活动动，，这这可可
是是省省钱钱的的最最大大秘秘籍籍 !!据据了了解解，，每每
年年的的春春季季都都是是买买空空调调大大促促时时
期期，，一一年年一一次次的的狂狂欢欢特特惠惠，，该该出出
手手时时就就出出手手。。 据据中中国国家家电电网网

隔记者 史大玮

春节刚过，元宵节马上就来
了，记者走访济南市几家大型超
市，对联、中国结已经换下来，琳
琅满目的汤圆已摆满柜台。那么
为了迎接这全家团圆的节日，如
何选购安全、放心的汤圆呢？记
者总结了几条注意事项，大家引
以为鉴。

选购汤圆有“五注意”：注意
正确选择购买场所、注意食品包
装标示是否齐全、注意产品的包
装、注意保存相关的票据、注意
冷冻保存。

正确选择购买场所

购买街头汤圆要谨慎，街头
经营者销售的汤圆往往采取自
制工具进行加工，这些汤圆虽
现做现卖，貌似“新鲜”，但汤圆
的食品保质期和生产日期无法

确定，最好到具有经营资格、信
誉好的商场或超市去购买。选择
信誉好、质量稳定的知名品牌。

食品包装标示要齐全

选购速冻汤圆时，一定要注
意查看产品的标签。速冻食品的
标签除了常规的产品名称、生产
企业和地址、生产日期和保质期、
净含量和配料表等要求外，还应
标明存放条件、使用方法等。购买
散装汤圆要注意查看质价是否相
符，颜色外观是否新鲜。

产品的包装应完整

同时，购买袋装汤圆时要仔
细察看外包装，选择包装密封完
好、包装袋产品无黏结、无破损

和变形的汤圆食品。冷冻坚硬的
汤圆，不宜购买有变形粘黏，颜
色发暗，裂痕明显，袋内冰霜过
多的产品，如袋内有较多冰屑的
话，可能是产品解冻后又冻结造
成的，最好不要购买。

保存相关消费的票据

购买食品后，一定要妥善保
管好电脑小票，并索要发票。一
旦食品发生质量问题，以作为维
权依据。

冷冻保存

值得注意的是，
在商场超市选购
商品时应最后
选 取 速 冻 食

品，如果不马上食用应尽快放入
冰箱的冷冻室。汤圆适合冷冻保
存，应在零下18℃的条件下密封
保存，冻藏时间不宜超过3个月，
食用前取出一定的量，不需解
冻，直接用沸水煮熟透即可。

最后提醒大家，汤圆粘性
高，不易消化，虽然好吃但不宜过
量食用，在吃汤圆时应减少米饭
馒头等主食的量，最好选择低脂
高纤维的食物搭配食用，对于肠
胃功能不佳的患者、老年人、小孩
子，食用汤圆时应特别留意，以免
消化不良或吞咽阻碍造成不可弥
补的伤害。患有糖尿病、心血管病
和高血脂以及肠胃消化功能不良
的消费者更要格外注意，应尽量
少吃，合理膳食。

阿胶糕是阿胶的衍生品，是
山东地方特色食品。阿胶糕是以
阿胶、核桃仁、黑芝麻等作为原
料，添加冰糖、黄酒等辅料，经加
工而成的块状或片状食品。消费
者在购买该类食品时，应特别注
意以下几点：

1 .食品标签或者说明书上应
当标注食品生产许可“QS”标志
或者食品生产许可“SC”编号；

2 .食品标签的配料表中应
当标注阿胶；

3 .食品标签或说明书中特
别强调添加阿胶等配料的，应当
标示阿胶等的添加量。

4 .消费者在购买、使用阿胶
糕产品时，如遇到食品质量安全
问题，可以拨打“12331”电话，进
行投诉举报。 据大众网

阿胶糕食品消费警示

正月十五闹元宵 选购汤圆有讲究

年年后后买买车车选选哪哪几几款款？？

3月即将上市新车大盘点
新款汉兰达

上市时间：3月6日

新款汉兰达采用了更大尺
寸的前格栅设计，并且内部的镀
铬饰条也更加粗壮，雾灯区域也
采用了全新的造型。据悉，根据
车型不同，将提供不同材质的前
格栅造型、不同样式的轮圈、带
摄像头的外后视镜、前后雷达、
前摄像头、一键启动等配置。新
款汉兰达将全系标配LED日间
行车灯、LED大灯组、全LED尾
灯组等配置。

除最低配车型之外，该车将
全系标配TSS智行安全、TPMS
胎压监测、无框雷达等安全配
置。高配车型则将配备电动尾
门、10英寸中控液晶屏以及PVM
全景监控等配置。

新款瑞虎3百万全球版
上市时间：3月10日

预售价：7 . 99万-9 . 79万

瑞虎3百万全球版将会基于
现款车型进行打造，并在外观细
节上进行调整。其中新车将会拥
有专属的车身拉花，前格栅镀铬
颜色进行了优化，同时配备全新
轮圈，进一步提升了个性色彩。
内饰上，新车与现款车型保持相
同，不过在配置方面将有所提
升，配备有电动折叠后视镜、黑
棕仿皮座椅、电动天窗、8寸中控
屏并支持蓝牙、手机映射以及倒
车影像等。

DS7

上市时间：3月份

DS7为一个专注于浪漫的法
国高端品牌，其外观设计必然十
分抢眼。大尺寸的六边形中网造
型与网状格栅相搭配，加上前脸
大量的镀铬饰条，使得整个车头
看起来十分霸气。此外，宝石切
割式的LED前大灯组与尾灯相
互呼应，使得新车显得更加大气
豪华。虽然定位于紧凑型SUV，
但是却有着中级SUV的水平。除
了外观豪华之外，新车内饰也同
样豪华：大面积的真皮包裹让其
豪华感十足，新车还提供了4款
风格的内饰供消费者选择，极大
满足了不同人群的喜好。新车配
备了12英寸液晶仪表盘、Nappa
真皮座椅、真皮方向盘、14扬声
器FOCAL音响系统、自动驾驶辅
助系统以及夜视系统等配置。

众泰T500

上市时间：3月份
预售价：7 . 88万-12 . 38万

众泰T500新车定位全新紧
凑型SUV，新车前格栅采用了六
边形结构，并经过熏黑处理，与
LED前大灯组相连。下方保险杠

由两条左右贯通的镀铬饰条构
成，侧进气口以及前雾灯区域造
型犀利。新车中控区域采用多层
次布局，自上而下分别为悬浮式
中控显示屏、空调出风口、触控
区以及功能按键区。中控台采用
了棕色软性材质辅以镀铬元素
进行点缀。新车将配备一键启动
+无钥匙进入、胎压监测、全景泊
车影像、行车记录仪、多功能方
向盘、液晶仪表盘、电子挡杆、全
景天窗、语音控制和车联网等。
此外，新车还将配备ACC自适应
巡航、AEB自动紧急刹车系统、
ESC车身稳定系统等。

广汽传祺新款GS4

上市时间：3月份

传祺新款GS4，作为一款中
期改款车型，新车前脸及内饰相
比现款车型发生了一定的变化，
进一步的提升了GS4车型的产品
竞争力。新款GS4前脸最大的变
化在于换装了全新大灯组，并且
其内部疑似使用了LED光源，进
一步提升了该车的视觉效果。同
时，新车保险杠的轮廓与现款车
型相比变化并不大，但较为严密
的伪装预示着其在细节之处可
能会采用新的设计，令人期待。

传祺新款GS4的尾部造型与现款
车型基本保持一致，不过其尾灯
组的内部结构采用了新的设计，
LED光带点亮后的效果较为动
感。同时，该车的轮圈也采用了
新的造型。新车内饰的主体设计
依旧延续现款车型，但功能区的
布局却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其中
控显示屏采用了全新的设计，并
且现款车型繁多物理按键也被
触控按键所取代。同时中央空调
出风口的位置也移动到了显示
屏下侧。值得一提的是，现款车
型上的四辐式方向盘在新车上
也被三辐式所替换，整体效果更
加年轻、动感。

斯柯达柯珞克
上市时间：3月份

预售价：13万-18万

柯珞克是斯柯达即将推出
的一款全新紧凑型SUV，新车造
型较为时尚，前脸采用了直瀑式
进气格栅，大灯组内部加入了
LED日间行车灯。车身侧面腰线
从前大灯组延伸至尾灯组，搭配
多辐式轮辋，营造出不错的运动
感。车尾灯组融入LED光源，排
气管为隐藏式布局。SUV在2018
年来看依旧是最火热的细分市
场之一，在即将到来的3月，各大
汽车品牌纷纷希望用新车为2018
年挣个开门红，不管是自主还是
合资推出的车型都非常多，小编
相信在这么多即将上市新车中
总有一款车能让你心动！

隔记者 史大玮

春节刚过，不少人都期盼着新的一年里汽车市场能带给大家什
么样的重磅车型，很多车企也开始抓紧布局旗下的新车。在即将到来
的3月份，有很多重磅车型上市，其中SUV就占了绝大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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