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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美$%推千元卡片机
学生花千元以下就可

购买到数码相机了! 笔者
获悉" 为了满足学生群体
对数码产品的需求" 国美
电器在暑期学生节期间推
出了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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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以下卡
片机" 其中某名牌相机价
格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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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同时热销单
电相机价格将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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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消费者还可到国美提
前预订最新款单电相机索
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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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国美还专门开办$ 单反训练营%

教消费者如何选购& 准确使用数码相机"

并组织消费者进行外拍实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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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暑期学生节" 国美电器联合尼康&佳
能&索尼&松下&奥林巴斯&柯达等知名数码商家
投入大量促销资源" 开展了包括双倍积分&送
礼&购机送保养券等多种优惠活动"购买指定型
号的单反相机均有专业相机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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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卡器&清
洁套装&三脚架"电池等数码配套产品相送!

另外"在本次学生节期间"国美将推出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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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以下学生卡片机"如一款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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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像素&

123

寸液晶屏且外观设计时尚的柯达
40$

将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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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的超低价销售! 另一款市场畅销新品及
各大论坛推荐的尼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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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也低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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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其是首款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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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摸屏的产品"具有色彩鲜
艳&可视角度大&亮度高&节能等诸多优势!

根据国美终端数据显示"佳能&尼康两大品
牌的入门级单反相机销售情况最好! 尤其是佳
能
+6/8 .''0

在硬件配置较高"成为消费者喜爱
的入门级单反相机首选!因此"国美加大了对市
场热销产品型号的备货力度" 以充分满足消费
者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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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广大追求时尚的年轻消费者来说" 影像
记录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态度"因此外形小巧&画
质出色的单电相机逐渐取代笨重古板的单反相
机成为市场的新宠!

据国美相关负责人介绍" 单电相机是可更
换镜头电子取景相机的简称" 在成像质量上与
单反相机无异"由于去掉了反光镜和反光镜箱"

所以此类相机的机身可以做到更加轻! 单电相
机被形象地形容为卡片之薄"单反之用!

此次暑期学生节" 单电相机品牌三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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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奥林巴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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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套机价格价格将下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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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消费者可到国美预订最新款单电相机索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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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悉该款相机拥有市面上最薄的可更
换镜头相机" 机身最薄处仅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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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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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高清立体声视频拍摄" 实时自动对焦"

视频拍摄性能强" 还未批量上市就受到了年轻
消费人群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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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码市场上单反相机型号多& 更新换代速
度快"如何选购性价比高&功能不过时的单反相
机"是消费者最为关心的问题之一!在此次学生
节期间" 国美电器还联合中关村数码部举办数
码单反训练营"为消费者普及数码单反知识!在
>

月
;>

日至
5

月
?&

日" 消费者在国美全国指定门
店报名即可参加该训练营!

消费者可以登录中关村在线网站" 直接进
入国美特约单反训练营主题论坛" 跟专业的摄
影人士就单反相机的选择&拍摄过程中的构图&

取景&光线使用等基础技巧进行讨论! 在门店"

国美设立了专门的现场教授平台" 手把手地教
消费者使用单反相机方式与技巧" 并对消费者
带来的摄影作品进行现场点评"另外"参加单反
训练营中的精英会员" 国美还将组织大型外拍
活动"进一步增强拍摄技巧!

在俭学街一家精品屋的货架上"摆
满了小药瓶!

( 这是美瞳 "可以让瞳孔变大 "许
多爱美的年轻人都来买 " 很热销 ) %

店员见记者对小药瓶感兴趣 "马上过
来介绍 ! ( 这些大部分是年抛型的 "

没有度数 "各种颜色品牌都有 "如果
轻度近视的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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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以上的需要定
做 ! %

记者发现" 货架上的美瞳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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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品牌" 价格从
>"

元到
G5"

元不等! 包装瓶上除了英文和韩文"没
有任何中文说明" 甚至连生产厂家&生
产日期&保质期也没有标注!

店员表示"附近高中的学生经常来
买美瞳"有些学生一买就好几副"说是
颜色多换着戴!( 女生买的多一点"少数
男生也来买过! %店员说!

在其他的精品店中"也有销售( 山
寨%美瞳! 二七路附近一家小店老板称"

( 美瞳是帮别人代销" 对货品进货渠道
一无所知! %

与此同时 " 记者还在本地网站
论坛发现 " 有很多主题为 ( 销售美
瞳 % 的帖子 ! 记者随机点开一个链
接 " 页面显示出了各种各样的美瞳
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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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 "有
@+6

&

*+6

&苏格兰风
情等品牌 !

记者在网上与名为( 美瞳批发代
理%卖主联系"称要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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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色无度
数的美瞳"对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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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就可以成交! 如
此低廉的价格"比精品店所卖的( 山寨%

美瞳便宜了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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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后"

如果个人对外捏造& 散布涨价信
息"扰乱市场价格秩序"可能会面
临最高

G"

万元的罚款!

3

月
G:

日" 国家发改委在网站
正式公布了* 关于市场价格异常波
动时期价格违法行为处罚的特别
规定+ 征求意见稿,-"面向全国征
求意见)征求意见稿规定对没有违
法所得的经营者的罚款最高达

1""

万元"且增加了对个人散布涨价信
息扰乱市场行为作出处罚规定"可
处
G

万元以上
G"

万元以下的罚款)

( 个人对外捏造. 散布涨价信
息"可能会面临最高

G"

万元的罚款"

这种说法咋界定) %市民张女士说"

生活中"见到生活日用品涨价了"大
家难免会告诉自己的亲戚朋友或邻
居"难道这种做法也会被罚款/

与张女士提出了疑问一样 "

对此次征求意见稿" 不少市民都
对其中( 个人散布涨价信息%表示
关注和质疑) 有市民还提出0在一
些活动上" 经常有专家跳出来说
房价只会涨不会跌" 这种说法往
往造成了房价的持续上涨) 专家
的这些说法应该也算是个人对外
散布涨价信息" 物价部门会不会
对其进行处罚/

对市民提出的问题" 河南省
物价检查所案件审理室主任满延
军说"在征求了意见后"如果国家
开始实施该规定" 可能会授权地
方政府出台相关的细则) 在地方
物价部门制定细则的过程中 "必
然会全面考虑并界定何种情况算

( 个人散布涨价信息%" 并公布政
府的认定依据)

("后 爱上彩色美瞳片
学校附近精品店热卖( 山寨%美瞳片 提醒购买者别只顾美丽不要视力

发改委公开征求意见"个
人散布涨价信息" 最高可罚款
G"

万元

专家
H

执行需制定细则

( 最近听朋友
说戴美瞳可使眼睛
变大" 于是买了一
副" 瓶子上全是韩
文" 不知是否有问
题) %郑州市民吕女
士向记者反映)

记 者 调 查 发
现" 一些经营美瞳
的小店根本不具备
销售资格" 对消费
者健康构成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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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 山寨% 美瞳在正规眼镜店销售情况如
何/

在俭学街附近一家眼镜店里"记者看到"除了
有强生. 博士伦等品牌的美瞳片外" 也有韩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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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瞳片在销售"售价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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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不等) 但美
瞳包装瓶上为中文说明" 并有产品批号. 生产厂
家. 生产日期和保质期" 还有国家药监局审批字
样)

( 美瞳属于隐形眼镜类" 它作为三类医疗器
械" 需要有资质的正规眼镜店才能销售) 如果近
视"需要有度数的美瞳"要通过验光才可以卖给消
费者) %店内销售人员说)

记者从网上获悉"按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
质量法-规定"商品必须有中文厂名"中文厂址.电

话.许可证号.产品标志.生产日期.中文产品说明
书.如有必要时还需要有限定性或提示性说明等等"

凡是缺少的均视为不合格产品)

据了解"美瞳片作为隐形眼镜的一种"因与眼角
膜有直接的接触"早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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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月被正式划定为三类
医疗器械) 按照规定三类医疗器械"必须取得* 医疗
器械经营许可证-方可销售"否则属于非法销售)

据记者随机调查" 购买佩戴美瞳的多为
1"

岁左
右的女生)一些消费者反映"购买较为便宜的几十元
的美瞳"虽说是一年抛"但戴了

1

个月左右就感到眼
睛不适"有干涩发痒的感觉)

记者提醒消费者"在选购美瞳时"尽量到正规的
眼镜专营店"同时还要看清产品是否经过审批"是否
有生产厂家.生产日期.保质期等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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