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厨房安装空调已成新风尚

夏天下厨，拒绝汗流浃背
核心提示| 室外38摄氏度，室内48摄氏度，尽管光着膀子，仍汗流浃背……每到夏季，这便是不少男士下厨房时的一幕，
而女士只能强忍炎热，任湿透的衣服粘在身上，饭做好了，也热得没胃口了。走访获悉，为让厨房清凉怡人，在厨房装空调
已逐渐成为新风尚。

厨房安装空调？已成趋势

拒绝汗流浃背
凉爽到底

说到优点，首先，它有多重
抗油烟保护，层层过滤、良好通
风，清洗方便等；其次，可迅速实
现厨房空间内降温，且温度均匀
的效果；第三，灵活隐形安装，防
尘美观，出风口部件、回风口滤
网安装位置可根据用户需求和
厨房实际环境安装，灵活方便；
最后，它有高效的回风过滤及独
特出风设计，让用户真正凉爽到
底，舒舒服服地做饭。

对于注意事项，专业人士
说，安装厨房专用空调，一定要
在装修前确定好空调大小及安
装位置，出风口不能对着人直
吹，也不能直接对着灶具吹，远
离热源安装时，冷凝水管接口处
涂抹密封胶，要进行试水闭水试
验确保无漏水现象。

□记者 张朝

乐2系列手机

河南品鉴会
昨日举行

昨日下午，乐2系列手机河南
品鉴会在郑州举行。来自全省的
200多位乐视生态合作伙伴与各地
的乐迷们，共同见证了乐2系列手
机在河南的精彩亮相。

第二代乐视超级手机包含三
个系列产品：乐2、乐2 Pro以及乐
Max 2。它们继承了乐视超级手
机家族无螺钉 ID、无边框 ID、
Type-C、金属一体化机身等多项
基因，在性能、续航提升的同时，整
机更为纤薄。此外，它还革命性取
消3.5mm耳机插孔，为用户带来
Type-C数字音频无损音乐的革
命性体验。

乐视移动方面的数据显示，自
2015年 5月19日上市以来，乐视
手机在不到8个月的时间，销量突
破了400万台；今年1月21日，乐
视超级手机总销量突破500万台，
创造新晋品牌销量最快破500万
纪录。今年4月，伴随着第二代乐
视手机的靓丽上市，乐视超级手机
总销量迅速突破1000万台，再次
刷新新晋手机品牌销量最快破
1000万台的纪录。

品鉴会上，乐视移动智能信息
技术（北京）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乐视移动”）和豫晋蒙大区的相关
负责人，向与会的生态伙伴们介绍
了乐视生态、乐视手机的渠道策略
及计划。

未来，乐视移动将与河南当地
的生态伙伴、乐视电视、乐视体育、
乐视影业等一道，共同演绎“生态
化反”的魅力。

“装修新房，说啥得给厨
房装个专用空调，绝不能像
此前一样，夏天做个饭如同
蒸桑拿，慌慌忙忙做好饭，热
得连胃口也没了。”郑州市民
刘女士说，她的新房刚交房，
因普通空调不适合装在厨
房，她正在选购新推出的厨
房专用空调，不怕油烟，准备
装修时安装，以杜绝后“患”。

厨房还能装空调？不怕
油烟吗……此前，不少市民
对此表示质疑，而如今，大家
的观念已经改变。记者走访
获悉，目前，不少品牌均已推
出厨房专用空调，此类空调
属于家用中央空调的一种，
不仅美观大方，且使用方便，
更重要的是能有效处理密闭
厨房内的油烟，让您不用担
心清洗带来的麻烦，且这种
厨房专用空调也正逐渐被市
民所接受，不少人已经安装
使用。

据格力中央空调市场负
责人说，家庭厨房多数属密
闭空间，而到了夏天，厨房又

恰恰是最热的地方，不同于
以往，现在有经验的市民已
觉察到这一点，开始转变观
念，希望让厨房同客厅、卧室
一样凉爽。因此，这类产品
现在整体的销量都在大幅提
高，他们算是较早推出厨房
专用空调的品牌，每天都有
不少准用户到他们门店咨

询、订购，尤其是准备装修新
房的市民。

据业内人士介绍，厨房
专用空调是专门针对厨房油
烟重、排风量大的特殊使用
环境，采用高效过滤网、隐藏
式安装，能够可靠抗油烟，为
家庭厨房量身打造，提供舒
适的烹饪空间。

□记者 邵洋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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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印刷 ●求购物资设备 ●机械物资 ●出租大型机械 ●转让物资设备

家 教

●阳光名师家教 66992211

培训招生

●学历证医药证职称66565839

●研究生考前辅导 66912656
●上小初高好校咨询66565839

包装印刷

●免费设计低价印刷60942052

转让物资设备

●桌椅床旧锅炉空调62165999

●企业转产，车床、焊机、塔

机、加气块等设备低价处理

联系电话：18530975876

机械物资

恒升电动叉车
厂家直销电话：13703920641

家政服务

●疏通管道88882273清化粪池

●培训后保姆月嫂 65930584
●和谐月嫂保姆保洁66281072
●爱心月嫂保姆陪护63883878

信息窗口

●上门安装车辆 GPS 定位

追踪器 260 元 /套 88880812

●骑不坏的电车 18622516367
●档案托管代交社保65338401
●新鲜玉木耳采摘4007663966
●澳美加出国咨询留学中介

等服务 13676914511

转 让

●位佳饭店转让 15713870697
●名烟名酒超市 18039552122
●长江路兴华街生意好中型

饭店转让 18695885957
●旺铺出租转让 15713870691

招 商

●全峰快递加盟 18100325618
●全峰快递加盟 13783595572
●恒路物流加盟 17639501777
●汽车租赁招商 13937155938

家电维修

●空调移修55553067保养充氟

●格力美的移机洗 55273355
●50元专移修收空调55815659

软件网站

●定制营销型网站 56683330

让饭店酒吧

●营业中饭店转 18135687776

寻人启事

●樊卫柱男 26岁
2016年 4月 26日
在郑州索凌路附

近走失，有智障望

好心人见到与家

人联系定重谢 15333820883

声 明

●刘立胜郑州大学化学专业

毕业证（9507017）、学位证

（9500186）遗失声明作废。

●崔辉郑州大学本科毕业证

遗失，证书编号 65410101
012029972，声明作废。

●河南禹顺水利工程有限公司

安全生产许可证正本编号（豫）

JZ 安许证字（2008）020192；
不慎丢失，声明作废。

●韩提个人经营营业执照副

本丢失注册号 41010460070
4392，特此声明。

●河南美纳迪商贸有限公司

遗失机构信用代码证，基本

存款账户开户许可证（开户

银行：中国银行郑州铁路支

行 ;账号：248122019226;开
户许可证核准号：J4910031
379301，开户许可证编号：

491001522256）声明作废。

●安得庆个人经营营业执照

正本丢失注册号 410105600
922078，特此声明。

●周扭毕业于河南警察学院，

毕业证书编号 117881201206
550343，遗失现声明作废。

●张艳女 2000年 10月取得经

济师职称证，证书号码：0088
760，因本人保管不善，该证

书于2016年1月20日丢失，现

声明作废。

●新乡市潮人网吧营业执照

副本注册号 410726000019866
和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

单位备案表编号 4107080004
丢失声明作废

●河南润联化工有限公司注册

号 410724000022158（1-1）
经股东会决议向公司登记机

关申请注销已成立清算组进

行清算，请债权人见报 45 日
内到我公司办理相关手续。

●慕丹护士执业证书丢失，

证 书 编 号 ；2011410237473,
声明作废。

●辉县市润生堂医药连锁有限

责任公司第十药店营业执照

正副本注册号 410782300001
503、税务登记证正副本豫地

税辉字41078217324063-5号、

组织机构代码证正副本代码

31743631-2 丢失声明作废

●编号为 0411996898，姓名为

王安琳，出生日期为2015.2.1的
《出生医学证明》，声明作废。

●张鹏遗失会计从业资格证，

证 号 41000101304851，自 本

声明发布日起由该会计从业

资格证产生的任何法律责任

概与本人无关，特此声明。

●郑州鑫亿达钢铁贸易有限公

司（注册号：41010400003777
0）公章遗失，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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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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筑规划设计 13598866769

装修装饰

●装修施工设计预算866654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