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9月12日 星期三 责编 王婉 美编 扈森

家居关注AⅠ·17

中秋抢环保装修，解放十一小长假

79800元/100㎡全包加全屋硅藻泥
首付30%可再享9款秒杀产品，最多能省四万三！

马上国庆节了，是不是装
修没定好不敢放开出去玩？嘉
道装饰考虑业主出游需求，提
前组织金秋环保季专项活动，
让广大业主既得实惠又得清
闲！100㎡仅需79800元，含
基装、主材、人工以及客餐厅/
卧室16件家具、四套窗帘等，
环保升级899元秒杀全屋硅藻
泥！本次活动征集30套样板
间，活动9月22日截止。

环保再升级
兰舍硅藻泥加持

随着社会进步，居家环保
日益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甲
醛、苯等污染物成为热词，由此
诱发的各种疾病更是触目惊

心！据报道，我国每年由室内
空气污染引起的死亡人数已达
11.1万人，平均每天大约死亡
304人（数据来源于中国室内
装饰协会环境检测中心）——
装修引起的空气污染就像“隐
形杀手”一样伴随着我们。硅
藻泥素有“会呼吸的墙壁”美
誉，具有吸附甲醛、吸音降噪、
调节湿度、保温隔热等功能，是
当前流行的高档环保壁材。此
次嘉道装饰特推出秒杀升级硅
藻泥专项活动，大品牌兰舍硅
藻泥，899元秒杀，全屋升级！
要知道一套八九十的房子全屋
兰舍硅藻泥差不多要 2万起
了。

嘉道装饰本次活动，100
㎡仅需79800元，不仅是实实

在在的价格优惠，嘉道装饰还
是一个重视诚信的企业，是郑
州家装诚信联盟重要成员，套
餐中主材包产品包含马可波
罗、中陶卫浴等知名品牌，能够
保证材料质量和环保要求。且
嘉道施工工艺水平高，工程不
分包，选择本次活动定装修，就
是用超低的价格获得高性价比
的装修和服务。

全秒能省四万三
长假出游有预算

79800元套餐客户，首付
30%可享受多达 9款秒杀产
品：599元秒乳胶床垫，799元
秒美的烟机灶具，1999元秒衣
柜，2999元秒全屋地暖，9款全

秒最多可省四万三！一天定装
修解放小长假，时间有了，钱也
省出来了，还等什么！

更多好礼，畅享中秋

活动期间前50名到店量
房客户即得夏凉被，活动签单
即得55英寸电视，还可免费升
级地砖、洁具，冠珠、马可波罗、
法恩莎等你带回家，更有衣柜
保险箱，设计费全免等大奖等
你赢！活动限额30名，时间截
止到9月22日。

活动时间：即日起至9月
22日
电话报名：0371-56759888,

17719878256
QQ 报 名 ： 加

“511315350”好友，回复“户型
面积+小区名称+联系电话”。

微信报名：扫描下方二维
码加关注，回复“户型面积+小
区名称+联系电话”。

现场报名：郑汴路与玉凤
路交叉口东北角嘉道装饰,中
原西路与华山路西50米路南
和昌大厦19楼嘉道装饰。

壁挂炉选购“第一课”——

壁挂炉比集中供暖还省钱？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王婉

核心提示 |“立秋”
已经过去了一个多月，
尽管秋老虎势头还猛，
但是早晚的凉意已经挡
不住了。近日，正值金
九银十的装修旺季，有
家里正在装修的读者咨
询采暖设备选购问题。
据了解，近两年，越来越
多的市民家中都开始采
用可以自主调节温度又
节能的燃气壁挂炉作为
取暖工具，但也有不少
人对燃气壁挂炉安全性
能如何、使用寿命长短
等问题产生疑问。作为
非集中供暖用户温暖过
冬的重要武器，怎样才
能选购一款合适、安全
又节能的壁挂炉呢？

燃气壁挂炉到底安全吗？

壁挂炉属于独立采暖，同
时还能解决生活热水问题，可

以实现自主开关、控温，不少
习惯了集中供暖的用户想要
换成控制更加灵活的壁挂炉，
却又担心壁挂炉的安全性能
和使用寿命等问题。

据郑州谷神燃气具大世
界有限公司总经理谷玉桥介
绍，壁挂炉在欧洲已有七十年
的历史，技术比较成熟，普及
率也高，设备配置的各项安全
保护措施已相当完善。多数
壁挂炉产品都配备有过热保
护、缺水保护、燃烧故障保护、
系统超压保护、防冻保护、断
气自锁保护等几十项防护功
能，消费者在选购的时候可以
对比说明书上的介绍，功能齐
全的壁挂炉安全性能更稳定。

“壁挂炉是一个24小时，
无人看管的东西，所以它的安
全性、稳定性非常重要，建议
用户选购售后服务网点齐全
的品牌购买，如果出现启动不
了、暖气不热等问题能及时联
系商家上门维修。”谷玉桥告
诉记者。

郑州合美暖通设备有限
公司总经理李光伟表示，目前
市面上的国产壁挂炉价格区
间大致在5000-7000元，进
口的价格区间在7000元到一
万多不等，消费者在选购壁挂
炉时最好不要贪图便宜，选择
配置较低的产品，避免出现性
能不稳定等问题，选择正规厂
家或知名品牌的产品更可靠。

壁挂炉比集中供暖省钱？

郑州集中供暖用户占比
较多，但不少非集中供暖家庭
也有采暖需求，据了解，这两
年随着煤改气等政策的实施，

壁挂炉的需求量明显增长。
据郑州雪中情供热设备有限
公司总经理任宗正介绍，由于
现在不少精装房都配有外墙
保温功能，使用燃气壁挂炉要
比集中供暖更节能省钱。

“老房子还是集中供暖更
省钱，但现在新交的精装房都
有外墙保温功能，举个例子，
原来一个采暖平方的散热量
在100瓦，有了外墙保温，散
热量50瓦都不到，壁挂炉可
以自主控温，比集中供暖更节
能，正确使用甚至可以省近一
半的费用。”任宗正介绍说。

壁挂炉选购并非功率越
大越好，房子的面积决定了壁
挂炉的功率。通常来说，房屋
面积≤120㎡，选用18kW的
壁挂炉，120-160㎡之间，选
用 24kW 的 壁 挂 炉 ，而
160-200㎡选用 28kW的壁
挂炉更合适。

壁挂炉寿命取决于
合理的安装和使用

自家也用燃气壁挂炉的
任宗正总经理根据多年使用
壁挂炉的经验，建议消费者壁
挂炉使用要注意以下几点：

1.用户可以根据室内温
度，酌情把握出水温度，不要
过高或过低，以达到节能的效
果。短时间出门最好不要关
闭采暖功能，来回开关会损坏
机身且更加耗气，可以把温度
调低，待回家之后调高即可。

2.冬天即便不住人，也要
水、电、气全开，防止水泵冻
坏。燃气壁挂炉都配备有防
冻功能，室内温度低于5℃会
自动开启，如果冬季长时间

“三断”，会造成水泵冻坏等致
命性损伤。

3.春、夏、秋等非供暖季
壁挂炉最好也要让采暖功能
开启一次，启动三到五分钟，
确保循环泵运行正常。

一般来讲，壁挂炉的使用
寿命在10-15年，如果选购大
品牌，质量过硬的产品，且使
用规范、保养得当，使用寿命
会更长。壁挂炉不宜暗装，不
能安装在卧室、客厅以及浴
室，安装位置必须具有良好的
通风条件，且应远离电磁炉等
强电磁辐射电器，消费者在安
装调试后一定要严格按照说
明书进行操作，并进行定期的
清洁保养。

大河工长俱乐部送
双节福利——

郑州这三个小
区业主有福了

双节将至，大河工长
俱乐部特面向双湖花园、
阳光和苑、农科院家属院
这三个有众多公务员居住
的小区业主送福利，活动
期间签单业主可享受2年
质保免费升级为5年质保、
乳胶漆升级,赠送创维43
英寸液晶电视、海尔壁挂
空调等优惠。

大河工长俱乐部是大
河报着力打造的连通家装
业主与优秀南方工长的公
益化家装平台，接受大河
报媒体权威监督，一直秉
承“以做新闻的态度做家
装”，所有工长和工人全部
来自江苏扬州，有着专业
精湛的施工工艺和丰富的
施工经验，由于直接联系
工长，减少环节，装修费用
直省20%~30%。

尽管公务员在很多人
看来是非常体面的工作，
实际上，基层公务员每天
要处理非常繁杂的事务、
工作量大、非常辛苦，而工
资待遇却并不算高。值双
节之际，为关怀辛苦工作、
默默服务广大市民的公务
员群体，大河工长俱乐部
推出本次优惠活动，欢迎
广大业主报名参加。

大河工长俱乐部地
址：郑州市农业路与经一
路交叉口河南日报报业大
厦20层2016室。

报 名 咨 询 电 话 ：
0371-61280801/
61280802。

重要提醒：
10月，大河家居将

联合河南舒适家行业
联盟举行中原首届明
装暖气节，届时将有博
世、威能、贝雷塔、依
玛、伯爵、八喜、A.O.史
密斯、瑞美、万和、万家
乐、小松鼠、美的、华
帝、菲斯曼多家知名进
口采暖品牌和精心筛
选的国产品牌参展，省
级代理与权威媒体联
动，直接从厂家获取优
惠政策，以批发价甚至
出厂价助力中原首届
明装暖气节，本次活动
全省联动，欢迎全省各
地有采暖需求的广大
读者报名参加！

报 名 热 线 ：
183363093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