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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好家居

生活完全手册

日常生活中，各种各样的物品都
是有使用期限的，但家电的使用期限
容易被大家忽略，很多人都是等用坏
了才换，殊不知这样存在很大的安全
隐患。那么，家用电器理论上到底能
用多久呢？经过整理我们发现，其实，
早在2012年出台的《家用电器安全使
用年限细则》里，就对彩电、冰箱等家
用电器的使用寿命进行了明确规定。

彩电8至10年
很多人家里的电视如果不是坏到

没法看，都不会选择更换。但是，如果
电视机出现图像不清晰、画面颤抖的
情况，就意味着电视机里面的相关元
件已经出现老化，这时候如果强制使
用的话，可能会出现危险。

电冰箱12至16年
冰箱的使用寿命相对来说在家用

电器里面是最长的了，不过使用久了，
还会容易出现制冷性能降低、运转声
音过大、运转时颤抖的情况。而且耗
电量也会明显增加，所以，请谨慎使
用。

空调8至10年
其实不同品牌、生活环境不同，空

调在使用年限上也有很大的差距。但
是，一般使用时间长的空调，会发出很
大的声音，有的空调甚至还是那种加
氟的，对环境也不好。所以，空调到了
一定年限，及时还能出风，也是应该及
时更换的。

洗衣机8年
一般来说，洗衣机的寿命是8年，

如果洗衣机用的时候出现漏电、渗水，
那么就必须要及时更换了。

电热水器8年
热水器如果使用时间长了，里面

会堆积很多的水垢，而且加热丝会老
化。所以建议，使用时如果出现问题，
应立即更换。需要注意的是，电热水
器中用于阻止腐蚀内胆的镁棒使用寿
命是1-2年就要更换，4-5年不换就
有可能内胆腐蚀穿孔漏水。

电饭煲10年
电饭煲的功率很大，所以在使用

期间千万不要总是拔插电源插头，很
容易加大电阻，会导致插头接口处发
热，引起着火的情况发生。一般来说，
使用年限是6—8年，十年是极限。

微波炉10年
家用微波炉的寿命由构成它的零

部件的寿命所决定，而每一个零部件
都有其设计的目标寿命。所以，如果
用的时间比较长了，里面的风扇电机、
定时开关灯等的损耗就会大，如果不
能更换零件的话，建议更换微波炉。

电风扇10年
电风扇的使用寿命一般是比较长

的，如果不是连续长时间使用，在保证
正常散热的情况下，风扇的使用寿命
可能会更长！

吸尘器8年
其实吸尘器的寿命，主要看保养，

一般来说保持通风路径畅通，避免阻
塞造成吸力下降、电机发热，使用之
后，清洁干净，放在干燥的地方保存，
寿命会相对更长。

其他一些小家电的平均使用寿命
也应该有所了解，如电吹风的使用寿
命是4年；电茶壶、电炒锅等电阻电热
类，使用寿命为5年。相信看了这么
多，你已经对上面的电器使用寿命有
了一个基本的了解，如果你家里的电
器已经“超龄”服役，可以考虑更换了！

（万维家电网）

家电不要
等坏了才换

美国《公民时报》网站3月 25日文章，近年
来，有不少中国商人来到北卡罗来纳州西部以及
田纳西等地，将当地加工的木材运往亚洲市场，
尤其是中国，因为那里新富起来的消费者对优质
产品的需求正在推升对硬木的渴望。

近年来，该州对中国的木材出口量已经激
增。这也是全美各地的趋势。当地木材商人也
开始发现，中国家具市场与他们过往印象中的

“低端”市场早已天差地别。
在2003年末从中国前往美国经营木材行业

的李某表示，当时几乎所有运往中国的木材都被
制成家具或其他产品后再被运回美国。但中国
迅猛崛起的经济已使那种状况被逆转。“10年
前，中国开始消费越来越多的木材以生产家具、
地板材料等所有木制品。5年前，中国用来制作
家具的极低端木材开始被运回美国，”李某说。

“但胡桃木、樱桃木等昂贵木材不再被运回。红
橡木和白橡木大部分被留在中国，这与我们想象
的截然不同。”李某表示，人们以为美国使用最昂
贵的高端木材制造家具，但实际上并非如此，中
国正在使用最昂贵的木材制造最昂贵的家具。

目前，该州农业部门已在中国设立推销农产品
的办事处。该州参议员吉姆·戴维斯对此表示，我
们正置身于全球市场，我不反对李购买木材加工厂
并将家具木材出口到中国，只要他能维持这些工厂
运转并让那些员工继续有工作就行。 （人民网）

美媒体：中国人开始
享用昂贵家具

在日常生活中，天气与我们息息相关。就连
打招呼的时候，不少人也常常用“今天天气不错”
来开头。天气预报是很多人每天都要关注的事
情，但它有时候并不准确：明明“说好”是晴天，但
自己刚出门就被大雨淋了。

气象观测的方法有哪些？
气象观测的方法主要包括地面常规观测、空

中观测和天基观测。地面常规观测主要由陆地
和海洋观测站完成；空中观测主要由探空气球完
成；天基观测主要由气象卫星完成。其中，气象
卫星获取的卫星云图，是天气预报中对天气情况
最直观的说明。通过卫星云图，预报员可以识别
不同的天气系统，并确定它们的位置，进而判别
天气系统的发展阶段和演变趋势等。

天气预报是如何形成的？
天气预报的形成过程大致分为 5个环节：

1.进行气象观测，获得“原材料”。2.收集数据，并
绘制成反映天气实况的特制图表，如天气图等。
3.分析数据，进而对未来不同时间段的具体天气
进行预报。4.国家、省、市气象台通过专线的网络
系统，进行双向视频沟通，继而得出最终的预报结
论。5.将预报信息制作成不同形式的产品，如文
字、图片等，并通过电视、广播等平台传播出去。

说好的晴天在哪儿呢？
准确率是用来评定天气预报是否准确的一

个指标。但对于不同类型的天气而言，其预报准
确率也不同。对于高温、寒潮等空间影响范围较
大、时间尺度较长的天气来说，预报准确率就比
较高；对于强降水、大风等发生得比较突然、地域
性较强的天气来说，预报准确率就比较低。以降
水为例，大气降水在空间上的分布是不均匀的；
而且由于一些外在因素的影响，其实际落区与预
计落区之间也会存在差异。因此，在对大范围降
水进行天气预报的时候，局部地区就可能出现漏
报或空报的现象。

应该如何看待天气预报？
虽然说天气预报偶尔“开小差”，但常言道：

“有备无患”，所以大家还是应该关注天气预报。
事实上，天气预报是滚动播出、不断更新的。因
此，预报消息越新，其准确率就越高。大家应该做
个“有心人”，养成关注最新预报的习惯，并根据预
报消息安排好自己的工作、出行等。尤其在接收
到灾害性天气的预报或预警信息后，一定要提高
警惕、注意防范，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赵鹏）

天气预报
为啥偶尔“开小差”？

谈资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指
出，当前系统性风险总体可控，但
对不良资产、债券违约、影子银
行、互联网金融等累积风险要高
度警惕。稳妥推进金融监管体制
改革，有序化解处置突出风险点，
整顿规范金融秩序，筑牢金融风
险“防火墙”。

作为互联网金融领域的一大
热点，P2P（网络借贷平台）风险性
事件不断爆发，让很多投资者感
到不安。日前，备受关注的网贷
机构资金存管政策终于落地，银
监会发文要求网贷机构对自有资
金、存管资金分开保管、分账核
算，防范网贷资金挪用风险，安全
保管客户交易结算资金。那么，
网贷平台风险有多大？投资者应
当注意哪些“陷阱”？笔者进行了
调查采访。

利率下行P2P投资人需谨慎

“这些平台这一刻看着好好
的，下一秒钟就不知道会怎么样，
钱放在那儿，心里很不踏实”

北京某公关公司员工刘丽
莹，是一名P2P网贷平台投资“常
客”。P2P刚兴起时，她就开始关
注，陆续在一些平台上试水，到
2015年网贷市场最火的时候，她
至少在 10 个平台上辗转投资。
最近，她明显感觉到各个P2P平
台都在降温。“P2P火爆时期，行
业平均收益率为10%左右，现在
收益率普遍下行。年前我投了一
个平台，算上春节额外赠送的部
分，总的收益率是7%左右。”

说降温，不仅是指平台上的
投资收益率在下降，还包括各个
平台似乎都比较“沉静”，不像以
前那样大打促销牌、送各种礼
品。刘丽莹曾在一个平台投了一
款 3个月期的标的，投资额只要
到80万元，可免费得到一部苹果
手机，而现在能这样豪气送礼物
的比较少见。年前，她在几个熟
悉的平台上“转悠”，都没看到送
礼品的活动，促销力度也比以前
小了很多。

作为资深 P2P投资人，刘丽
莹选择平台有自己的标准。“收益
率太高的平台不能选。借款人既
要支付投资人的收益，还要掏平
台收取的服务费。如果利率太
高，哪个行业的收益率能覆盖这

个融资成本？感觉像随时拿了钱
要跑路的。”

网贷之家联合盈灿咨询发布
的月报显示：今年2月，网贷行业
综合收益率为 9.51%，同比下降
235个基点，主流综合收益率区
间仍分布在8%—12%，平台占比
为53.16%。

“随着网贷行业持续整改，
P2P网贷平台在信息披露、风控
措施和产品创新上逐步完善，吸
引了一些新的投资人加入，但借
款人数小幅下降，资金供给大于
需求，推动网贷行业综合收益率
下行，2016年底网贷行业综合收
益率已跌破10%。未来行业会逐
步走向规范，市场化竞争相对充
分后，利率水平还会有所下降，但
降幅不会太大。”网贷之家联合创
始人石鹏峰说。

虽然收益率下降，但相比其
他投资方式，目前P2P网贷平台
还有一定的优势。比如，1年期银
行理财产品的收益率只有 5%，
P2P平台的收益率不会高太多，
但是期限短一些，1—3个月就能
赎回。选择较短期限的产品，也
是不少投资者规避风险的一种方
式，可以拿到收益就走。

平台风波不断，也有不少投
资人开始“撤离”。

某网络公司文员王宁曾经在
几个排名靠前的平台上投资过几
笔，但从去年底起，她就把资金撤
出来了。“这些平台这一刻看着好
好的，下一秒钟就不知道会怎么
样，而且利率也没多高，还不如把
钱踏踏实实放在银行里，更省
心。现在政府正整治这些互联网
金融平台，等整治好了再看看
吧。”王宁的想法代表了不少投资
人的心态。

问题平台浮出水面

“歇业停业平台占比达到
35.7%，重大风险事件增多，808
信贷、e速贷等平台相继出事”

监管政策密集出炉，不少网
贷平台变得“低调”起来。有网贷
平台坦言，现在看不清政策和行
业的风向，干脆“窝着”，静观其
变。数据显示：今年 2月 P2P网
贷行业的成交量为 2043.41 亿
元，环比降了7.53%，成交量已连
续两个月出现下降。

监管压力之下，问题平台逐
渐浮出水面，行业前期积聚的风
险开始爆发。零壹财经发布的报
告显示，2016年新增问题平台多
达 1106家。风险事件主要呈现
两个明显特征：一是歇业停业平
台占比仍然较大，占35.7%；二是
重大风险事件增多，比如808信
贷、e速贷、四达投资、国诚金融等
平台相继出事。

“P2P 网贷行业存在四大风
险，首先是平台欺诈经营的道德
风险。其次是流动性风险，如果
投资用户大量提现，很可能导致
一些平台运作的资金池被抽光。
还有政策风险和借款人不还款带
来的信用风险。”积木盒子首席执
行官谢群说。

怎么才能不“踩雷”，避开风
险平台呢？业内人士指出，此前
政策已明确网贷平台信息中介的
本质，规范的P2P网贷平台不吸
收任何存款，也不参加同业市
场。筛选时可以看几个重要标
准，比如注册资本、平台背景、高
管团队等。还要看平台产品和标
的真实性，判断是否具备纯线上
的大数据风控能力，以及是否触
及网贷监管的12条红线，即是否
自融、是否设立资金池、是否平台
本身提供担保等。

“目前普通投资人还缺乏基
本的金融常识和风险管理能力，
投资不够理性，跟风投资的多。
通过这次互联网金融专项整治，
那些经得起检验的平台会吸引更
多投资者；而经营不善的平台也
会被大浪淘沙，退出行业。这种
变化对投资人来说，是难得的投
资教育机会，帮助投资人改变盲
目追求高收益的心态，树立长期
投资理念。”中央财经大学金融法
研究所所长黄震说。

投资并非进了“保险箱”

“P2P 平台要把合适的产品
卖给合适的人，不向没有风险承
受能力的投资人销售不适当的产
品”。

专项整治结束后，监管并未
放松。厦门、广东、上海等地日前
相继出台了网贷备案登记管理暂
行办法，备受关注的网贷机构资
金存管政策也已“落靴”。

存管政策出台前，投资人投

入平台的钱直接进企业账户，和
企业的自有资金混在一起，而每
次选择投向具体项目时，投资人
其实并不知道钱到底有没有进借
款人账户。不少问题平台就是利
用这一点玩起自融的把戏，设定
一个虚假的借款标的，说是投资
者的钱借给了某家企业或个人，
实际上还是在平台自己的腰包
里，并没有投向具体项目。比如
之前出事的快鹿集团、“中晋系”
就是这种情况。

存管政策出台后，每个投资
人会在银行有自己的专属账户，
每笔资金的去向都要得到本人确
认、授权，类似股票账户的资金划
转，银行和网贷平台每天还要核
对投资人的账户，保证每笔资金
有迹可循。这就相当于银行给投
资人的资金上了一道保险，能杜
绝资金被挪用的风险。

“存管一直被认为是网贷行
业的‘生死结’，而对投资者来说，
是根本的安全保障措施。”中国人
民大学金融科技与互联网安全研
究中心主任杨东说，网贷资金存
管政策出台后，客户资金与平台
账户完全隔离，杜绝了网贷机构
在整个业务过程中触碰和支配用
户资金的可能，防止网贷机构“跑
路”。据统计，目前已完成资金存
管业务的平台仅占平台总数的
4%。“2017年8月24日过渡期结
束，行业可能会发生一轮大洗
牌。”杨东说。

网贷平台进行资金存管，是
否意味着就没有风险了？其实不
然。

拍拍贷总裁胡宏辉特别提醒
投资者，存管只是使交易过程更
透明，存管银行并不对交易负责，
只监管信息流和资金流是否一
致、银行的账目和网贷机构账目
是否一致，至于平台背后是假是
真，银行不过问。网贷机构本身
的信息是否真实可靠，还需要投
资者自己去仔细判断网贷机构和
项目。

“把合适的产品卖给合适的
人”，同样适用于网贷行业。黄震
建议，应主动加强投资者教育和权
利保护，特别是对投资者进行适当
性管理，不向没有风险承受能力的
投资人销售不适当的产品。

有些平台已经尝试进行投资
者适当性管理，比如登记时，要求
填写收入状况，进行风险承受能
力测量。投资过程中，对不同收
入状况、风险意识和风险承受能
力的投资人分级分类提供投资标
的，并进行动态调整，或是要求投
资人投资比例不能超过收入的一
定比例等，使投资人不至于非理
性地追求过高的投资回报。

“投资人也要根据个人资产
状况、家庭情况、工作情况等，正确
评估自己的风险承受力，设定合理
的目标收益。”胡宏辉说，一个合适
的目标收益至少应具备两个特点：
一是符合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二
是在行业平均水平合理范围内浮
动。同时P2P网贷投资一定要坚
持小额、分散的投资原则：在平台
上的标的足够小，避免大的不可控
风险发生；每笔投资的金额足够
小，降低发生大损失的可能性。可
以在多个平台分散投资，长短期标
的匹配，高低收益产品组合，将多
数资金分配在收益稳健的低风险
产品上。 （人民网）

投资P2P，小心踩雷！

网贷平台
监管过渡期结束后，可能会
迎来一轮行业大洗牌。

理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