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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石“寿命”标准 家电酝酿重启“以旧换新”
日前，中国家用电器协会组织我国家
用电器行业制定的《家用电器安全使用年
限》（以下简称《标准》）系列标准正式发布。
不少业内人士将这一契机看作是新一轮家
电换新升级的技术支撑，十年前的家电“以
旧换新”政策，曾带动家电产品消费热潮，
但随着政策退出，近两年市场又陷入低迷
期。乐观的是，今年又将有一大批家电产品
达到安全使用年限，但大部分对家用电器
没有“寿命”概念的消费者愿不愿意为此买
单仍是难题。
覆盖六大品类

此次发布的《标准》，涵盖冰箱&葡萄
酒柜、空调、洗衣机&干衣机、吸油烟机、燃
气灶、电热水器六大品类8个产品，由共计
40家行业企业和相关机构参与起草，制定
的主要目的是减少因家电超期使用带来的
安全隐患，同时也旨在帮助引导消费者适
时更换家电产品，形成一个良好的、合理的
产品使用周期。
《标准》从安全使用年限要求、正常使
用条件和消费提醒信息三方面进行规范。
根据该系列标准，生产者（制造商）应对其
设计的冰箱、空调、洗衣机、吸油烟机、燃气
灶的安全使用年限予以说明。其中，家用电
冰箱&葡萄酒柜、房间空调器的安全使用
年限为十年，家用洗衣机&干衣机、吸油烟
机、家用燃气灶的安全使用年限为八年；空
调安全使用年限从生产日期计起，其余从
销售日期计起。
据悉，标准工作组参考了国内外相关
安全使用年限的相关标准、政策规定，结合
了中国家电行业的发展现状，对消费者使
用过程中出现的安全问题，特别是近十多
年出现的安全事件进行了分析，同时还对
各个主要品牌的产品市场安全故障统计等

M

数据进行了摸底研究，结合相关产品的危
险源情况，进行标准指标的确定。
这一标准的发布意味着，今后家电有
了自己的“安全寿命”后，一些超龄服役家
电一旦在家庭使用过程中出现问题，相关
家电厂商将不再承担连带责任，而消费者
则必须要为自己的行为“买单”。
那么，新标准给家电定了“寿命”，质保
年限还顶用吗？中国家用电器协会电热水
器专业委员会专家周立国指出，安全使用
年限不同于产品质保年限，不能将安全使
用年限与产品质保年限混为一谈。“标注安
全使用年限是公益性消费提醒活动，不会
给消费者、生产者、经销商等相关方的法律
责任带来任何改变。企业宣传的产品质保
年限，是企业自己对消费者做出的产品整
机或关键部件的修理、更换、退货承诺。”
消费增速放缓

《标准》得到了家电制造企业的高度重
视。海尔、美的、海信、老板电器、方太、奥克
斯、长虹美菱、TCL空调、华帝、万和、万家

平台在相关流程、补贴方式和金额等方面
会有差异化，监管方面可能会有一些漏洞。
“真正促进以旧换新，不只是单纯地
换新产品，而是以创新亮点、智能化产品来
吸引消费者淘汰老旧家电。这种方式才更
有说服力。”产业观察家洪仕斌说。不少家
电企业也表示，将以满足消费需求的创新
产品及新技术赋能的创新商业模式，推动
全新机制下的家电换新升级。
我国家电保有量在不断增加。据中国
家用电器协会测算，2018年，我国主要家
电产品社会保有量分别是电冰箱4.4亿台、
洗衣机4.3亿台、空调5.2亿台、热水器3.7亿
台、吸油烟机2.5亿台。
较为乐观的是，中国家用电器协会根
据以往年度市场投放量推算得出，仅2020
乐、奥马、帅康、澳柯玛等制造企业承诺采
年度，预计又将有1.6亿台家电产品达到安
用该标准，并引导淘汰超期服役产品。
全使用年限。
其中，洗衣机超过3700万台，
值得关注的是，此次出台《家用电器
空调超过5200万台，冰箱超过5800万台，
安全使用年限》系列标准，能为新一轮家电
电热水器超过1800万台，吸油烟机1400万
换新升级工作带来技术支撑。
台。这些家电如果按时退役，最终带给家电
中国家用电器协会理事长姜风介绍，
厂商的，将是一个高达数千亿级的新市场。
在应对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背景
机遇挑战并存
另外，消费者对以旧换新的接受程度
下，我国曾推出“家电下乡”“家电以旧换
从目前的市场情况来看，由家电寿命 还是比较高的。京东家电客户体验部总经
新”等政策，以补贴形式拉动市场需求，形
成了家电普及性消费高峰。到如今，消费者 标准引发新一轮以旧换新潮，看起来并没 理姜婷婷表示，京东平台对消费者进行调
研发现，消费者的需求更趋向于多样化、标
当时所购入的家电产品已进入更新换代的 那么容易。
一方面，
在家用电器使用上，
大部分消
准化、社会化和升级化，他们希望能够使用
节点，有必要再启“以旧换新”。
从2009年6月1日执行到2010年5月31 费者都没有“寿命”的概念。北京商报记者 更加节能、环保、健康、智能的产品。2019
日，家电以旧换新政策在北京、天津、上海、 走访市场时发现，很多消费者认为即使出 年，京东家电回收换新的用户量同比增长
江苏、浙江、山东、广东、福州和长沙等9个 现故障，修一修也可继续使用，导致有大量 200%以上，拉动了超200万台的家电销量
省市试行；2010年，商务部、财政部、环保 超过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家电仍在使用。 增长。
北京苏宁易购销售有限公司总经理
部三部委又联合发布了《家电以旧换新推 殊不知，超过年限的产品存在安全隐患，且
郝嘉也透露，2019年苏宁平台在家电“以
广工作方案》，将家电以旧换新政策推广实 更加耗能。
另一方面，
在丁少将看来，
一些经营压
旧换新”方面达成了60亿销售转化、133万
施期延长至2011年12月31日，在原9个试
点省市基础上增加19个省市。当时实行家 力较大的品牌有可能借助这一标准的发 的参与人次、200万的换新数量、286万的
电以旧换新的品种有电视机、电冰箱、洗衣 布，夸大存量市场的安全缺陷，用恐吓式营 回收电子电器产品件数和82%的传统大
销透支市场和品牌信誉；由于很多市场上 家电换新占比。
机、空调、电脑5类。
北京商报记者 石飞月/文并摄
在家电以旧换新政策实施两年多的时 的“以旧换新”并不是政府主导，不同渠道、
间里，商务部数据显示，全国家电以旧换新
共销售五大类新家电9248万台，拉动直接
消费3420多亿元，有效释放了城市居民的
消费能力。2011年，家电下乡销售1亿台以
上，销售额超过2500亿元，拉动消费效果
明显。
但之后，随着刺激消费政策的陆续退
出，家电消费出现增速放缓趋势。奥维云网
（AVC）发布的空调推总数据显示，2019年
上半年，国内家用空调市场疲软，零售量
3370万台，同比增1.5%；零售额1137亿元，
同比下降1.4%；此外，2019年一季度，冰箱
市场零售量为636万台，同比下降3%，零售
额为191亿元，同比下降4.3%。
产经观察家丁少将指出，从大的背景
来看，家电行业整体新增需求不振，主要品
类处于存量市场发展阶段，亟待产业和消
费双向升级来打破增长瓶颈，明确家电使
用安全年限标准，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拉动
家电消费增长，推动产业和消费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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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收现19年新低 HTC的冰点时刻

近日，HTC公布了2019年全年营
收数据，不少人等待的触底反弹并没有
出现。据官方统计，2019年HTC的合并
营业额约为100.15亿元新台币 （约为
3.32亿美元），同比上年下降了57.82%，
如果对比2017年的数字，更是大降了
84%。可以说，HTC正经历其成立以来
的冰点时刻。同时，2019年也是HTC业
绩连续下滑的第八年，这让它滑落到了
自2001年以来的最低纪录。同时，据多
名用户反映，HTCElevate社区似乎已
经关闭。北京商报记者日前登录HTC官
网，点击“官方社区”时，打开后却显示
“网站正在维护中”。
此外，HTC公司上个月还曾对外
表示，他们将进行新一轮的裁员。此次
裁员的细节，HTC并没有向媒体透露。
不过，HTC提到，这次的调整主要是为
了确保VIVE与手机事业在未来有更
好发展。
HTC曾被称作“安卓机皇”，手机销
量曾占据近1/4的美国智能手机市场。

作为全球第一家推出智能手机的企业，
由于把握住了市场先机，HTC早先在全
球市场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从oneX
开始，HTC开始走上了下坡路。数据显
示，2011年，该公司约占全球智能手机
销量的11%。如今，在这些报告中，HTC
通常被归类为“其他”。
对于HTC手机没落的原因，产业观
察家洪仕斌指出，在技术研发实力上，
HTC的出身就是一个短板，该公司以手
机代工起家，缺少像苹果和三星等手机
企业的技术积累，苹果在软件系统技术
方面的实力毋庸置疑，而三星则拥有全
产业链优势。消费电子产业观察家梁振
鹏认为，HTC只重视一二级市场，却忽
略了三四级市场的布局。至于未来在手
机业务方面的具体战略，北京商报记者
曾多次联系HTC方面，但截至发稿，对
方未给出相关答复。
由于在手机业务上遭遇滑铁卢，
HTC这两年的发展重心一直都在VR业
务上。但遗憾的是，时至今日，虚拟现实

依旧没有迎来属于它的爆发期，更别说
在消费者市场引起多少关注。如今，
Google和苹果、微软都已经把焦点投
入到AR领域，它和VR有一定共通处，
但发展目标仍有本质上的差异。
按 照 IDC的 预 测 ，2019年 整 个
VR/AR市场的设备出货量会在760万
台左右，这比2018年的590万台稍有上
升，大部分增长仍会出现在商业领域，
而非个人消费者。考虑到现在全球智能
手机一年可以轻松卖出超过10亿台，而
总被看作是夕阳产业的 PC，也能稳定
在每年两三亿的销量上。不说VR行业
是在原地踏步，但至少距离普及状态还
差得很远。
“VR产品虽然看起来非常具有科
技感，但对于大部分消费者来说实际效
用不大，且VR产品在体验时，有晕眩
感、分辨率低、体积大，未来能否拯救
HTC的业绩现在还不好说。但市场留给
HTC调整的时间确实已经不多了。”洪
北京商报记者 金朝力
仕斌说。

成立分公司 康佳重返北美市场
1月8日，
在国际消费电子技术展CES（2020）上，
康佳集团宣布成立北美分公司，重返北
美市场，深入到更具壁垒的科技输出、品
牌输出。
随着国内家电需求趋于饱和，人力、
物流、上游原材料等成本快速上升，家电
内销市场承压，在海外开展业务，谋求增
长，已经成为家电制造企业的新共识。
奥维云网（AVC）数据显示，2019年
上半年中国彩电市场零售量为2200万
台，同比下降2.7%；零售额规模为640亿
元，同比下降11.8%。三季度销量为1034
北京商报讯 （记者 石飞月）

万台，同比下降3.6%；销售额为277亿元，
同比下降10.4%。
奥维云网预测，2019年全年，中国彩
电市场零售量4678万台，同比下降2%；
零售额为1365亿元，同比下降8.4%，去年
整体彩电市场“量额齐跌”已成定局，企
业经营压力进一步加大。
近年来，康佳在全球化战略上不断
有大动作，此前与埃及本土电器公司
HOHO合资成立公司，品牌市场广泛辐
射非洲、中东及欧美地区；同时，康佳设
立的跨境科技项目孵化投资平台“康佳
之星”孵化器已经在国内7座城市、海外5

个国家设立了15个创新基地。目前，康佳
已经逐渐形成“技术-产品-平台”三位一
体式的全球化布局。
而重新杀入北美市场也成为康佳纵
深推动品牌全球化布局的重要一环。据
介绍，康佳是目前除了三星之外国际上
唯一有能力进行MicroLED8K产品系
统整合设计及生产的企业，也是国内唯
一 一 家 能 推 出 8K、7K、6K、5K、4K、3K、
2K整个系列MicroLED产品的企业，实
现SmartWall产品从芯片设计、产品系
统设计、部件制造、产品组装等全产业链
过程自主完成。

戴森推出首款三合一加湿空气净化风扇
北京商报讯（记者 石飞月）日前，戴
森发布首款三合一DysonPureHumidify+CoolCryptomic加湿空气净化风扇。
这款风扇采用戴森革命性的全新紫外线
杀菌技术——
—短波紫外线（UV-C），首次
照射即可杀死水中99.9%的细菌。抑菌银
丝蒸发网更能有效抑制细菌滋生，带来真
正清洁的加湿。
作为“室内一代”，现在的年轻人在门
窗紧闭的屋内所花费的时间占比高达
90%，现代空调及制暖系统，则进一步加
剧了室内环境干燥的问题。在过于干燥或
潮湿的环境里，细菌和病毒都更加容易滋
生。加湿器是帮助人们缓解在干燥空气中
呼吸不适的常用解决方案。然而，只要存
在静水，就可能会给细菌提供繁殖的机

会。如果没有对水进行妥善的灭菌处理，
就可能会把水中可能存在的细菌和水雾
一起释放到空气中，再加上各种室内空气
污染物，最严重时可能导致室内的空气污
染比户外高出5倍。
短波紫外线会让细菌的DNA变性，使
其不再具有繁殖能力，以此来实现杀菌的
功效。整个过程只需一皮秒（一万亿分之一
秒）即可完成，但前提是，水里的细菌必须完
全暴露在短波紫外线下。在该加湿空气净
化风扇的设计与开发过程中，工程师们开
发了一种由高反射材料制成的反光PTFE
管，当水通过反光PTFE管流向蒸发器时，
会持续被紫外线照射。戴森紫外线除菌科
技让水箱中的每一滴水都处于 UV-C光照
下，从而杀死99.9%的水中细菌。

朝阳区税务局以整体搬迁为契机
全面打造“税务服务升级版”

为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完善政务服
务设施布局，改善纳税人办税环境，朝阳
区税务局分区域打造具备更高标准的综
合性办税服务大厅。在北部建成了望京办
公区及来广营办公区，在南部建成了西大
望路办税服务厅（以下简称“大望路办税
厅”），形成了南北遥相呼应的纳税服务新
格局。
据了解，位于北部的望京办公区服
务大厅聚集了工商和税务两个部门，集
成了注册登记、涉税业务、税源管理等功
能，且按照业务之间的联系合理划分功
能区域，并创新性配备银行自助存取款
一体机、自助终端机、智能打印机。位于
南部的大望路办税厅与以往相比布局更
为紧凑合理，增设至45个日常办税窗口
及5个应急窗口，另设立3个咨询窗口、4
个发票领用窗口，并设立网上办税厅，提
供40台外网电脑，方便纳税人自助上网

使用电子税务局。
“办税服务厅的优化升级是朝阳区税
务局提高办税服务质效的重要一环，新的
办税服务厅无论在交通、办税硬环境及软
环境上都相较于以往有一个大幅度的提
升。为了做好此次搬迁工作，我们提前制
定方案，明确责任分工，在充分考虑各种
不确定性因素后，完善应急预案，确保一
切有条不紊，即使在搬迁期间也不影响纳
税人正常的上门办税。”朝阳区税务局纳
税服务科负责人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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