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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标准还没有完全强
制执行时，如果要选购燃气热
水器，该怎么办呢？

目前，市场燃气热水器销
售价格 700 元至 4500 元不
等，2000—3000元的燃气热
水器占比最高，其功能较为全
面且性价比高，受到不少消费
者的青睐。

业内人士介绍，燃气热水
器水温区间一般在 35℃—
70℃，消费者最好选择恒温热
水器，其采用变频电机和温控
器、传感器相互配合的智能控
温技术，确保水温稳定，精确控
制温度变化在 1℃之内。另
外，热水器热水输出率最好选
择在80%以上，以免出水过小。

热水器的包修问题也是

消费者容易忽略的。记者在
卖场见到，各品牌的不同型号
的热水器包修年限不一，有的
1年，有的3~6年，有的10年，
甚至有终身包修的。专家提
醒消费者，选购热水器时，不
能光看包修年限，也要看热水
器包修的范围。例如某品牌
电热水器包修说明上，就明确
标出了指定系列产品十年包
修，快热式电热水器整机包修
一年，而其他产品则仅是零配
件包修一年。该品牌燃气热
水器整机包修三年，电机包修
五年。因此，消费者在选购时
要向销售员问清楚产品各零
部件的包修范围，避免大意而
为以后使用的售后服务造成
不必要的麻烦。

节能新时代已到来

燃气热水器发布新标准
□记者 祁驿

核心提示 | 近日，国家质量监督检验
检疫总局和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联
合发布了国家强制性标准《家用燃气快速热
水器和燃气采暖热水炉能效限定值及能效
等级》，新标准对燃气热水器的能效等级进
行了更加严格的划分，评定方式由以往的单
一热效率调整为两个热效率，新标准已于
2016年6月1日起正式实施。

新标准将一个标准变成两个标准

据了解，目前的燃气热水器
的能效等级划分主要有1、2、3个
等级，分别对应的是热效率值不
低于96%、88%和84%。燃气热
水器只要其热效率值能达到这一
指标就能认定相应的能效等级。

但消费者在实际使用燃气
热水器的过程中，由于水流量、

火力、温度等因素，都将影响实
际使用时的热效率。这就让凭
借单一性的热效率值来界定能
效等级，并非十分准确。

新标准就是为了解决这一
漏洞，确保产品节能。据了解，
新标准能效指标由原来固定的
一个限值变为只限定这两个热

效率值的较大值下限和较小值
下限。如新标准规定燃气热水
器 1 级能效产品热效率值为
98%和94%，即燃气热水器的热
效率最大值要不低于98%，同时
还要满足热效率的较小值不低
于94%，这样的产品才会被认定
为一级能效产品。

市场上八成产品不符合新标准

对于燃气热水器生产企业
来说，新标准对产品生产也将
带来较大影响。万和新电气燃
热产品事业部总经理钟家淞表
示，新标准将对目前市场上
80%以上的产品造成影响。如
果按照新标准的规则来执行的
话，估计市场上 80%的产品都

将难以维持其现有的能效等
级。这也就意味着，想要维持
现有能效等级，这些产品在接
下来的一年里，必须要完成热
效率的改进。

美的集团电热品质专家周
立国认为，新国标提高了行业门
槛，会有一批不达标的小企业被

挡在行业外面。
据不完全统计，国内热水器

市场现在有超过480个品牌，其
中生产燃气热水器的品牌超过
200个。在这200多个品牌里，
主流品牌也不过十几家，其余大
部分为小企业。

消费者对新标准了解不多

虽然从6月1日起，新标准
就已开始实施，但对大多数消费
者来说，新标准还有点远。

在郑州的几个家电卖场，记
者发现，前来选购的消费者最关
注的，不是能效标准，而是“冬天
是不是好用”这类实际问题，而像

“空气能热水器”这样的产品，不
少消费者表示，和能效标准一样，
同样看不懂，“我们买热水器，就
关注功率大不大，是不是费气费
电，至于能效标准，是不是越低越
好？”在苏宁二七店，消费者郭女
士说，热水器不像空调和冰箱，能

效标准一看就明白，再加上一些
新标准，让她更糊涂了。

苏宁电器的导购表示。消
费者在选购热水器时更多考虑
的是整体实惠和使用方便，至于
能效标准，很少有消费者专门去
了解。

燃气热水器选择重在两点

□记者 孙亦舒

5月29日，郑州市家电商
会成立大会暨第一次会员代
表大会在郑州市召开。据悉，
郑州市家电商会自去年开始
筹备，目前已经吸引会员单位
300多家。成立大会上，审议
通过了《章程》、《会费管理办
法》、《选举办法》，确立了“团
结合作、互助发展、共赢提高”
的办会宗旨。会议选举了第
一届理事会成员40名，由理
事会推选产生了商会第一届
领导班子成员。河南洲洋科
技有限公司总经理酒清泉当
选会长、秘书长由冉功担任。

酒清泉在发言中指出，郑

州市家电商会作为党和政府
联系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桥
梁和纽带，是政府的助手。今
后，商会将秉承“团结合作、互
助发展、共赢提高”的办会宗
旨，依靠理事会的力量，发挥
全体会员的共同智慧，让商会
健康发展，不断开创商会工作
的新局面。同时帮助困难的
兄弟企业，走向盈利；让盈利
一般化的企业，盈利更大；辅
助盈利好的企业，走向上市。
商会发展的同时更要回馈社
会，体现社会责任，奉献爱心，
郑州市家电商会成立以后将
建立家电行业首个爱心帮扶
基金，为河南地区的贫困儿童
提供一对一爱心帮扶活动。

郑州市家电商会正式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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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租招租

●金水路●地铁口●喜来登

全新精装●美盛中心写字楼

招租：0371-87086666
●丰产路政六街一二层旺铺

560m2整租分租 18937183983
●中青大厦招租整层半层精装

省委东隔壁 18203621726
●未来路商城路1-2层1300平
方现房招租 13903710321

●学校寻合作或租18625502626
●商业黄金地段，郑汴路与英

协路交叉口西北角，两层 80
00m2，整租分租均可。1338
3835888
●二七商圈写字间招租

15838178593
●荥阳市中心黄金地段6600m2

商场整体出租 15938761397
●西四环 8 千 m2招租 4S 店
厂房酒店仓库 18738195081
●花园路与丰产路交叉口500m2

办公用房招租 18137799789

●经七路店1400m215938793839
●陇海路兴华北街现房 5000
平可分割注册 13525515567
●中原区锦艺国际轻纺城、

元通纺织城酒店（4星）（筹备

中）招租配套业态，包括中餐

（饭店）、西餐、风味餐、银

行、足浴、电子电务、网吧、

机票、火车票销售、超市、打

字复印等项目。联系电话：

13949119749 李女士

房地产

●低售开封市 90亩土地 、新

郑市 25亩土地。13939066088
●整院 2640m2售 18137181911

●办房产疑杂症 13837152577
●售兴华街 98m218137870017
●让内部团现房 13243431223
商铺出售

农业路省汇中心1-2层1352m2金

水区曼哈顿2楼65m2另红专路金

城宜家花园复式 18903816677
豫港大厦出租
高档高质写字间优价出租水、

物业、空调全免 66213000

出租仓库厂院

●●厂房库房出租15713870691
●北郊仓库出租 13676950239
●古荥厂房出租 13633835869

●马寨厂房2万m213523712889
●城北路厂房租 13783563701
●大型仓库招租 13213045685
●荥阳30亩院1000m2办公楼有

水电出租或合作 15837127153
●石化路仓库 13673999305
●市郊工厂 17 亩有证租售

6500m2可分租 13603715983
●机场旁独院 6000 平米

水电齐全 13073781788
●东明路仓库租 13017669098
●须水标准厂房 13803857155
●出租厂房仓库 13598839078
●龙湖厂房出租 15038156272
●经开区高 10米跨 30米带航

吊国有证标准厂房出租，

有意者联系 13608680622
●郑西 8亩厂院 13007618466

●北四环水产大世界附近650
m2库房或办公用 13837188109
●华山路中原路仓库 550m2可

分租，带独院 13803842108
●国有仓库招租南曹库电话：

15093167057 白沙库，九龙

镇库电话：13673377326
●郑州曲梁镇2万平米厂房库

13203871190,13783602593
上街厂房出售
工业用地 28 亩、车间 11000
平方整体出售 17703825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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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租赁 ●汽车销售 ●求购二手车 ●转让车辆 ●汽修驾校

汽车租赁

●新奥迪A6包月 15038199666
●首航租车66664788新车特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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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材料 ●设计施工 ●装修装饰 ●照明亮化 ●建 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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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施工
●专业建筑设计 13803890443
●工程预决算 13015533300
●效果图、施工图13253679815

装修装饰

●装修设计施工 13949069912
●品尚展柜厂 18039110969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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