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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各
式各样的小家电也逐渐普及。据市场研究
机构 GfK中国的全国零售推算数据，2013年
小 家 电 全 国 市 场 零 售 额 在 1144 亿 元 ，较
2012年增长近 13%，预计今年仍将保持两位
数的增长。

然而，小家电的快速增长也带来了维修
难的问题。维修成本太高，修旧的不如买新
的，扔了又觉可惜，回收渠道不畅……小家
电患“病”难“医”、尴尬四起。小家电维修
难，各方说法不一，那么，小家电维修到底路
在何方？

维修之难：地方难找 收费偏高

不久前，南阳市民李女士的落地扇坏
了，因为过了保修期，想着就近修修算了，谁
知她跑了几条街，愣是没有找到一个维修家
电的店。10月 18日，李女士告诉记者，经过
多方打听，她终于在一个偏僻的小巷子里找
到了一家维修店。

除了维修点难找外，随后，李女士又遇
到一些麻烦。维修师傅杨刚一检查，说是电
机坏了，修修要 45 元。李女士认为电风扇
前年买时才 108元，修修也太贵了。谁知第
二天，杨师傅告诉她电风扇修不了，因为厂
家停产了，找不到匹配的电机。无奈之下，
李女士只好把电风扇扔在家里。

“为这事，我前前后后折腾了四五天，当
时又正好赶上天气热，没风扇晚上也睡不好
觉，烦透了。”李女士抱怨说，“最终还是买了
个新的。”

其实，李女士的情况很多人都碰到过。
网友“白河一草”曾在南阳某著名论坛上发

帖说：“从常用的电水壶、豆浆机到不常用
的空气净化器、榨汁机等，突然发现家里储
藏室里扔了不少坏了的小家电，修修嫌贵，
卖给收废品的又太便宜。另外，维修的地
方也不好找。”此帖一出，近百名网友跟帖，
大家都有同感。

电器大卖场售后服务情况咋样呢？南
阳市某电器商场的程经理说，正规品牌的家
电在地市级城市都设有维修点，一般为一
个，而稍小点儿的品牌在县级以下则没有。

业内人士也指出，受成本制约，除了一
些有实力的小家电品牌之外，很多小家电生
产企业并没有建立自己的售后服务网络，而
是委托一些企业负责售后维修，但这种委托
关系往往不稳定，随时都可能更换，让消费
者维修无门。

来自河南省家电维修行业协会的相关
数据显示，全省每年大约有上千万件小家电
需要维修，然而维修率却不足 60%，许多小
家电就成了一次性消费，回收渠道又不通
畅，浪费很严重。

市场回应：费时费力 利润很低

对于小家电维修难的问题，维修师傅们
也是满腹牢骚。

杨刚告诉记者，小家电更新换代的速度
快，相关配件不好找，“有好几次，拆来拆去
发现没法修，费时费力等于白忙活了。”

在郑州市国基路上的信达家电维修部
里，陈师傅正在修理电磁炉，他介绍说，当前
所有小型数控产品电路板都是大规模集成
电路，造价不高，技术较强，维修太麻烦，还
不如整体或部分换掉。陈师傅还说，现在的
小家电生产厂家太多，倒闭的也多，有些配
件就不好找了。

“市民嫌贵，我们也不赚钱啊。”陈师傅给
记者算了一笔账：配件有运输成本，修理有人
工费，房租水电也要交费，哪儿还有钱赚。

在南阳市美的豆浆机售后服务点的墙
上，贴着收费指导价格表，详细列出每类维
修和零件的价格。维修师傅指着价格表说，
10年前所定的标准至今沿用着，维修一台小

家电的费用一般都是 10～30 元，配件费另
算。“其实，厂家是赔钱的，即便这样，许多消
费者还是嫌贵，我们也很‘委屈’。”

专家建议：“以旧换新”建立标准

小家电维修到底路在何方？河南省家电
维修行业协会秘书长马郑联认为，从长远来
看，厂家与维修网点联合，实施“以旧换新”，
是其发展的必由之路。

其实，2012 年 8 月，商务部就出台并实
施了《家电维修服务业管理办法》，主要是为
了改善家电维修行业的混乱局面。然而，

《办法》也有不完善的地方，比如说，条例不
明晰，处理办法较模糊，对于小家电维修服
务，更是少有提及。

马郑联说，小家电要赢得市场，解决好
售后服务至关重要。消费者懒得修，厂家不
愿意修，所以积极推出“以旧换新”是必然趋
势。通过“以旧换新”，可有效利用坏掉的小
家电，既能服务大众，也能降低生产成本，而
维修网点也可以多一个盈利渠道。但“以旧

换新”只能解决部分消费者的维修问题，厂
家还需与维修网点联合提高服务质量，投入
适当资源，提升品牌认可度。

“尽快建立小家电行业标准也至关重
要。”马郑联说，行业标准的缺失，造成了小
家电行业门槛较低，小作坊有机可乘，品牌
五花八门，质量难以保证。此外，生产标准
不统一，各个小家电品牌自成一套生产系
统，因此，零部件的选择以及加工都不统一，
这也就造成了小家电售后服务难。

河南国基律师事务所律师王鹏表示，
小家电回收领域亟待国家出台相关政策，
在税收等方面给予小家电回收企业相关财
政补贴，引导更多家电拆解企业加入到小
家电回收中来。同时扩大对小家电生产企
业的补贴范围，引导企业承担相应的社会
责任，进一步加强对售后服务网点的建设
和规范。

王鹏建议，消费者在购买小家电时应尽
量选择大型卖场和知名品牌的产品，因为其
售后维修服务相对有保障，出现问题可找销
售方协商解决。③6

本报讯 （记者栾 姗）10月 21
日，郑州市住房保障与房地产管
理局发布消息，今年前三季度，郑
州 市 房 地 产 开 发 投 资 额 完 成
1263.07 亿元，同比增长 27.2%，增
速较全国、全省分别高出 14.7 个
和 10.3个百分点。

自 4月份以来，郑州市商品房
投放面积每月保持在 200 万平方
米以上，而市区从 5月份起商品房
的月投放面积均在 100 万平方米
以上。特别是 9月份，受取消限购
政策影响，郑州市及市区商品房
投放面积分别达到 248.31 万平方

米和 142.72 万平方米，均为本年
月度最高投放量，提振房地产市
场信息指数，促使开发投资额稳
步上升。

在开发市场与投放市场的良
好互动效应下，商品房销售较为
稳定。除 8 月份，各月销量均在
154 万至 163 万平方米之间波动。
其中，8月份郑州市商品住房销售
138.87 万平方米，市区销售 79.08
万平方米，环比分别增长 9.99%和
19.08%。但由于前期调控政策的
落实到位，8月份商品住房价格仅
平均上涨了 63元。③10

本报讯 （记者何 可 通讯员
韩心泽）10月 21日，记者从登封市
科工信委了解到，第十届郑州国
际少林武术节期间，身为世界功
夫之都的登封市经贸活动收获丰
盈，有 13 家家居企业产业项目在
登封市产业集聚区集中开工，总
投资 46.5 亿元，登封还与 60 家知
名家居企业签订合作协议，总投
资额达到 523.7亿元。

本届武术节前后，登封秉持
“以武会友、共同进步”和“武术搭
台、经贸唱戏”的宗旨，积极推进
与登封文化旅游产业相融合的家
居产业快速发展，努力承接珠三

角、西南地区家居产业转移。本
届武术节期间，郑州市举办了承接
家居产业转移对接洽谈及集中签
约活动，登封市作为重要协办单
位，10月 17日，顺利推动郑州千亿
家居产业基地在登封市产业集聚
区开工奠基，亚力山卓、TATA 木
门、中山泰德等 13 个项目集中开
工，开工项目投资总额达 46.5 亿
元，项目投产后，预计可实现产值
130亿元以上，完成利税 10亿元以
上；10 月 18 日，登封与富宝沙发、
喜临门、敏华控股、成都浪度等 60
余家知名家居企业签订合作协议，
总投资额达到 523.7亿元。③10

本报讯 （记者高长岭）10 月
21 日，记者从省国土资源厅了解
到，为规范我省探矿权管理，从源
头上堵塞制度漏洞，该厅对探矿
权变更勘查矿种明确了相关要求
和办事程序。

据介绍，国土资源管理部门
把主要矿种分为高风险和低风险
两类，对于探寻中存在风险较高
的矿种，国家以“申请在先”的方
式确定探矿权人，而探矿风险较
低的矿种，则以“招标、拍卖、挂
牌”出让方式来确定探矿权人。

通知规定，由高风险类矿种变

更为低风险类矿种，或在低风险类
矿种之间变更（含增列）的，原则上
不允许变更，确系勘查过程中新发
现的，要向国土资源厅提出变更勘
查矿种论证的书面申请，然后省国
土资源厅组织专家论证，而后将论
证意见和相关材料在网上公示，对
于同意变更的，要对资源储量进行
评审、评估，申请人缴纳矿业权价
款后可以正式申请勘查矿种变更。

通知明确，对低风险类矿种
变更为高风险类矿种，或者在高
风险类矿种之间变更的，直接向省
国土资源厅提出变更即可。③10

本报讯 （记者高长岭）10 月
21日，记者从省国土资源厅获悉，
对生产规模达不到矿产资源规划
准入要求的矿山，采矿许可证可
申请延续到明年年底，到期之后
将一律不予办理延续登记。

据介绍，根据省政府有关规
定，对不符合国家和我省规定的
有关矿种最低开采规模的矿山纳
入资源整合范围进行整合，未整
合且不具备单独保留条件的矿山
于 2015 年年底前予以关闭。此
前，省政府已经确定了关闭矿山名

录，但仍有大量达不到准入规模的
小矿山未列入关闭名单，为此省国
土资源厅日前发出通知和公告，要
求对生产规模达不到《河南省矿产
资源总体规划（2008~2015）》最低
要求、尚未列入整顿关闭的省级发
证矿山，以及生产规模达不到省辖
市、县矿产资源规划（2008~2015）
最低要求、尚未列入整顿关闭的省
辖市、县级发证矿山，采矿许可证
可申请延续至 2015年年底，到期仍
达不到准入要求的将一律不予办
理延续登记手续。③11

本报讯（记者党文民）10月 23
日，“霜降”节气到来，气温将逐步下
降。10月 21日，省农业气象服务中
心专家提醒，局部因秋作物晚收尚
未播种的地区要加快麦播进度，保
证冬小麦的适时播种，以免影响冬
小麦的正常出苗和冬前生长。

霜 降 是 秋 季 的 最 后 一 个 节
气。秋季夜晚地面上散热很多，
温度骤然下降到 0℃以下时，空气
中的水蒸气就会在地面或植物上
直接凝结形成细微的冰针，形成

“初霜”。
目前，我省除棉花、水稻外，其

他秋作物已基本收获完毕，截至 10
月 21 日，全省冬小麦已播种 6763
万亩，占预计播种面积的 83.4%。

预计至10月29日，全省大部分
地区墒情较好，底墒充足，对冬小麦
播种出苗较为有利。本周初的降水
过程，使南阳、周口及商丘等地的土
壤仍处于偏湿状况，对整地及秋作物
播种都造成一定不利影响，湿度较
大的地块注意清沟理渠，不让田间
积水。同时，局部因秋作物晚收尚
未播种的地区要加快麦播进度，保
证冬小麦的适时播种，以免影响冬
小麦的正常出苗和冬前生长。③10

今年三秋，我省玉米生产技术
取得新突破，“像收小麦一样收玉
米”，在中原大地由梦想变成现实。

秋收秋播机械化，让农民由面
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把式”，变成三
秋时节的“甩手掌柜”。

农民种田打工两不误
一台玉米联合收获机，短短两

个小时就将滑县小铺乡申堤上村村

民申国清家的 16亩玉米收得干干净
净，玉米秸秆也被粉碎，直接还田。

“前些年收玉米真作难，找亲
戚朋友三四个人帮忙，差不多得五
六天。现在机收，既轻松又省钱。”
10 月 16 日，61 岁的申国清高兴地
对记者说。

“往年农忙时，都要回去忙活一
阵子。现在种田都是机械化，花点钱
就能全部搞定，让俺们种田打工两不
误。”今年秋收，汤阴县古贤乡北周流
村村民王新河没有回家，继续留在工

地上干活。记者了解到，像王新河这
样的农民工还有很多。

据省农机局相关负责人介绍，
今年全省玉米机收面积达 3200 万
亩，水稻机收水平达 80%，花生机
收水平迅速发展，达 50%左右。

机收赢得增产潜力
今年新乡市凤泉区耿黄乡西

鲁堡村的 1600多亩玉米收获，要比
全省正常玉米收获时间推后 10 天
左右。省农科院玉米首席专家刘
京宝分析说：“玉米晚 7 至 10 天收
获，灌浆期延长，千粒重每天增加 3
克左右，增产效果明显，还可以提
高玉米品质。”

夏播以来，全省 63年来最为严
重的旱情，让秋作物遭遇到了“卡脖
子旱”，给秋粮生产带来一定影响。
为挖掘潜力，最大程度提高粮食产
量，省农业厅派出农技人员，在全省
推广玉米适时晚收等增产技术。

以前人工劳作时，小麦没收，
就套种了玉米。现在小麦收获后
直播玉米，有效避免了病虫害的发
生；秋季机收直接把玉米秸秆粉碎
还田，避免了焚烧秸秆造成的环境
污染，还给农田增加了有机质。

玉米机收取得新突破
今年三秋，夏邑县太平镇李克

彦村村民李玉龙更清闲了。他家的
机收玉米实现了摘穗、剥皮、脱粒、
秸秆粉碎还田一体化。与以往玉米
收割不同，从玉米收割机中吐出的
不是玉米棒，而是金灿灿的玉米粒。

其实，玉米的耕、种环节在我
省早已实现机械化生产，但由于玉
米粒含水量高，机收脱粒时籽粒易
破碎、损失率高，难以实现收割、脱
粒同步，导致玉米机械收获一直是
玉米生产全程机械化的“瓶颈”。

“经过技术攻关，我们培育筛选

出多个适合玉米机收的新品种。今
年，首次在全省示范推广玉米籽粒
收获技术。”省农业厅种植业管理处
处长汤其林说，随着这项技术的铺
开，全省玉米机收率将会大幅提升，
玉米种植面积也会稳中有增。

从人工掰玉米棒，到机收玉米
棒，再到直接收获玉米籽粒，农业
机械化水平的逐步提高，不仅让越
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从土地上解
放出来，也让“谁来种地，如何种好
地”有了更加光明的前景。③7

本报讯（记者徐东坡 通讯员
刘 铭）10 月 20 日，记者从省邮政
公司获悉，经省农业部门测产认
定，全省 523万亩邮政玉米示范方
平均亩产 590.1 公斤，较非示范方
亩 均 增 产 67.29 公 斤 ，增 幅 达
12.87%，共计增产 35.19 万吨，按
照当前玉米市场收购价计算，可
为示范方农户增收 9.15亿元。

在今年玉米生长过程中，我省
遭遇了 63年来最为严重的干旱，严
重阻碍了玉米生长。面对不良气

候条件，全省各级农业和邮政部门
充分发挥农艺师技术优势，现场帮
扶农户采取科学灌溉方法抗旱保
收，协调各方力量为示范方农户做
好抗旱后勤服务支撑，使河南邮政
玉米示范方较非示范方实现了亩
均增产 50公斤的目标。全省参与
测产的 103块邮政示范方中，平均
亩增产 100 公斤以上的示范方有
12 个县（市），平均亩增产 50 公斤
以上的示范方有 74个县（市），占创
建总量的 75.7%。③7

霜降到来 气温走低

专家提醒加快麦播进度

受取消限购影响

郑州房地产投资增长超两成

搭建武术之台 承接产业转移

登封引进家居产业投资523亿

我省勘查矿种变更有“章”可循

“小矿山”采矿证后年不再延期

调记者 查查

维修点难找 修理费挺贵 扔了怪可惜

小家电维修难在哪？

□本报记者 马 涛 丁新科

漫画/王伟宾

■大旱之年看三秋
秋收秋播机械化

“农把式”变“甩手掌柜”

邮政玉米示范方平均亩产590公斤
□本报记者 卢 松

10月21日，内黄县农机局在高堤乡召开保护性耕作演示现场会，先进机
械化农耕，吸引了许多种粮大户和村民前来观看。⑤4 刘肖坤 菅现峰 摄

▶▶新闻1+1

农家小院新“门脸”
吊草、车轮挂门口，鲜花、青藤种墙边，10月 18

日，在新县泗店村任畈村民组，一个个农家小院门
前充满艺术气息。美丽乡村建设让山村整洁、环境
幽美，很多农户家门口挂上了“大别山干部学院体
察式教学入住农户”的牌子；村里还开设了很多家
庭宾馆、餐厅，吸引游人前来休闲住宿。⑤4

本报记者 王天定 摄影报道

◀吊草装点，庭院变脸。
▼院墙成了艺术墙。

10月21日，在洛阳市高新区山特维克洛阳技术服务中心，技术人员正
在对来自国内及东南亚的一批矿山机械实施大修改造。该中心是山特
维克矿山工程机械在中国设立的首个综合性技术服务中心，总投资 1.2
亿元，分两期建设，目前一期工程已结束。⑤4 潘炳郁 王思臣 摄

▶▶相关新闻

你们嫌贵，
我们也不赚钱！

维修太贵，
扔了可惜！

“以旧换新”
是个好办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