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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台铭：房地产只能赚一次
搞技术才能赚无数次
近日，在央视《财经人物周刊》栏目中，富
士康集团总裁郭台铭回忆建厂初期的沮丧经
历，他将钱投入到购买设备发展技术中，身边
朋友炒地皮却赚得盆满钵满，
“ 房价涨了十
倍，我租的厂房老板要涨房价，可我买的新设
备 良 率 很 低 ，做 出 的 模 具 还 不 如 外 面 买 的
好。
”
但他认为房地产只是赚一次的钱，
可是永
远的核心技术可以赚无数次的钱。 @财经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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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美林律师事务所
法律顾问 杨静 律师

油性发质的护发绝招——经常剪

安徽新华印刷
承印单位 股份有限公司

有些女生会几个月不剪头发，但某种程
度上反而会伤发，对于油性发质的人更是如
此。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皮肤科博士粟倩
雅表示，一般长发末梢会比根部更易分叉、干
燥。每两三个月修剪掉末端，有助头发健康
生长。油性发质出油量大，头皮更加敏感，剪
发应频繁些；干性发质头发易干枯、变黄、变
脆，剪发次数可稍少一点。@生命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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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被困水中怎么办
①立即打开车窗；
②车辆入水后，
水会快速
涌进车内，
只有当车内充满水、
车门两侧压力相
等时，
才有可能打开门；
③如果没及时开窗，
用应
急锤击碎车窗玻璃，
或将座椅头枕钢管插进车
窗缝隙撬动玻璃，
让水尽快进入车内；
④打开车
门后，
尽快离开车辆到地势高处。@央视新闻

官方微信 scxb123

天价“高氧水”
带来哪些启示
□ 苑广阔

11 日 ，针 对 网 曝
青海湟源小高陵地区
高价出售“高氧水”一
事，西宁市旅游局质量
监督处工作人员表示，
此前已就此向湟源县
政府下发过专项整治
督办通知。但该通知下发后不久，高
价出售“高氧水”的事件再次出现。
（7
月 12 日新华网）
150 元买一瓶所谓的“高氧水”，堪
称是天价了，但是由于卖水的人宣称这
瓶水能够预防高原反应，所以很多游客
为了以防万一，还是掏钱买了。咱先不
说这瓶“天价水”有没有预防高原反应
的作用，有游客买水以后上网搜索，发
现同样品牌、同样款式的“高氧水”，网
上售假仅为 25 元一瓶。而就是这 25 元
一瓶的水，很多网友都嫌贵，但是这些
游客却花了整整 6 倍的价格买到手。
更让人游客愤懑的是，当地旅游局
早已就当地兜售“天价高氧水”下过整
改督办通知，在通知书明确指出当地存
在虚假宣传、误导游客的问题。这也就
意味着，所谓预防高原反应的“高氧水”
极有可能是夸大了功效和作用，并不能
起到预防高原反应的作用，那么如果有
游客盲目相信，而忽视了其他预防高原
反应的措施，则极有可能花了冤枉钱，
还会遭遇高原反应带来的危险。
旅游“天价水”带给我们很多启示。
启示之一，是当地一些商家或个人见利

“假牙” 王恒/漫画
忘义，
通过虚假宣传欺骗忽悠游客，
而地
方政府或旅游部门又存在严重不作为的
问题。因为当地
“天价高氧水”
造成的游
客投诉太多，但是当地政府却仅仅是罚
款 5000 元了事。罚款 5000 元，
卖几箱水
就回来了，
这样的处罚谁会当回事？
启示之二，主要是针对游客的。既
然网络和手机那么方便，游客在对方向
自己推销“天价水”的时候，完全可以掏
出手机即时搜索一下，这样很容易就会
发现端倪，破除原来的信息不对称，提
高自己的认知能力，自然也就不会上当
受骗了。
“ 天价水”是如此，其他任何旅
游产品、服务也是如此。实际上，很多
游客在旅游过程中遭遇套路和陷阱之
后，都会把自己的遭遇发布到网络上，
既为了表达不满，投诉维权，也为了提
醒和警示其他游客，所以我们在旅游消
费过程中，要养成“欲消费先搜索”的习
惯，
不给
“黑心商家”
空子钻。

格力全球领先科技新品在皖发布：

家庭中央空调省电 50%
昨日，格力全球领先科技新品安徽百家媒体见面会在合肥举行，面对全省近百家媒
体，格力对外发布多款全球领先科技。其中，格力智睿家用多联机震撼亮相，宣告家庭
中央空调省电 50%的时代已经到来。
用户制冷热的同时，提高压缩机负荷率，避
免了中央空调
“大马拉小车”
的痛点。
同时，在低负荷状态下，压缩机实行
单缸运行模式，一直保持稳定运转，避免
了开停机过程中造成的温度波动和噪音，
在舒适性能上也更上一层。

在世界首创“变频变容”技术
格力中央空调将成节能神器
7 月 12 日，被业内称为“中央空调第一
店”的格力滨湖中海旗舰店正式亮相合肥。
如何让中央空调更省电？格力推出集节能
环保舒适为一体、采用大小容积切换技术、
实行“按需分配”制度的节能神器，为消费
者提供完美解决方案。
据中国制冷学会节能环保委员会发
布的《中国制冷空调实际运行状况调研报
告》显示：家用多联机 60％的运行时间都
是单开 1 台机，近 60％的时间在 30％负荷
运行。这意味着：低负荷下的压缩机处于
低频运行状态，导致电机运行效率降低，
压缩机总效率也会降低。
格力智睿家用多联机应用大小缸切换
技术完美解决这一难题。简单来说，当家
庭开两台及以上的空调时，压缩机运行双
缸模式，实现正常制冷热，当家庭仅开一台
内机时，压缩机运行单缸模式，在正常满足

在十九大报告提出推进能源生产和消
费革命的规划中，
美丽中国的画面正在徐徐
铺开。在这一过程中，
以核心技术推动产业
升级、引领消费变革是格力不可推却的责
任，
也是格力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
格力智睿家用多联机的核心，是格力
在家庭中央空调领域首创“变频变容”技
术。2017 年 9 月 27 日，经由 13 名权威专
家评估一致认定，该技术为国际首创、达
到“国际首创”、
“国际领先”水平。
有分析称：格力“国际首创”的变频变
容技术，正是以自主创新掀起了一场真正
的“节能革命”，为广大消费者创造美好生
活，极大程度地降低能耗，为打赢蓝天保
卫战、建设美丽中国做贡献。
据悉，由于应用了大小缸切换技术，
格力智睿按室内机运行数量匹配室外机
转速与压缩机容积，避免开停机的损耗与
电能浪费。
与此同时，格力在家庭中央空调的制

热能力、能耗水平、送风方式、智能控制等
方面实现了全面的技术突破，从各维度引
领了全球行业发展。格力向世界家庭中
央空调的消费市场释放明确信号：家庭中
央空调省电 50%的时代已经到来。

多款“黑科技”产品惊艳亮相
7 月 12 日的发布会上，格力安徽公司
总经理汪晓兵宣布晶弘冰箱“零利”工厂
直销——8.18 格力“冰洗空净热生万人大
团购”活动正式启动，与此同时，格力连续
发布多款全球领先的“黑科技”。
晶弘“瞬冻冰箱”，主打“-5℃”瞬冻肉
类保鲜科技。据悉，该技术可控制瞬冷冻
室内温度在-5℃~-7℃之间，
在食物细胞间
隙中形成微小冰晶粒子，保护食材的细胞
结构，从晶弘瞬冻冰箱取出的肉品食材，不
需要化冻，拿出后即可直接切割，让每一口
肉都保持最原始的营养和口感。

在发布会现场，格力“大松金康煲”煮
出的米饭在发布会现场引发“吃货”关注。
据悉，大松金康煲以符合糙米吸水规律的
黄金曲线和最优米水比例，充分控制泡米
时间、温度、水分，不仅让糙米不断进行呼
吸作用，内部生命更加活跃，营养素不断
提升的同时，还能产生新的营养成份。
此外，秉承为用户提供极致体验的初
衷，格力依靠先进专利技术和精良制作工
艺，推出“格力净水机”，实现整机所有滤
芯 3 年不换。省“芯”还省事儿，是用户最
直观可感的便利和幸福感。
格力安徽公司总经理汪晓兵指出：
“如
今已经是一个消费升级的时代，
‘用户体验’
正倒逼着众多企业不断地超越自我、
挑战技
术极限。同时，格力是一个讲诚信、讲责任
感、讲担当的企业，我们一直以来做事的宗
旨是‘让天空更蓝、让大地更绿’，利国、利
家、
利民、
利环保、
节约社会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