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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牙刷标准实施
行业或将焕然一新
俗话说，牙疼不是病，疼起来要
人命， 造成牙疼的原因有很多，牙
病、饮食不当、作息不规律等。 其实，
预防牙疼最好的办法莫过于好好刷
牙。 使用传统的牙刷很难彻底达到
维护口腔健康的目的， 在这种情况
下， 越来越多的消费者选择购买电
动牙刷。

呈井喷式增长，行业需求爆发。
电动牙刷市场的兴起， 最关键
的原因在于电动牙刷产品的诸多优
点。 传统牙刷搭配巴氏刷牙法是以
往广受消费者推崇的刷牙方式，然
而， 大众很难完全遵照巴氏刷牙法
操作， 以至于牙齿清洁的效果大打
折扣。 电动牙刷清洁力度均匀、接触
面广泛、刷牙时间受限，不但能提高
牙齿的清洁效率， 还能降低刷头对
牙齿的损伤，难怪受到大众的喜爱。

电动牙刷市场需求爆发， 产品
优势明显

随着消费者口腔护理意识的觉
醒以及购买力的提升，电动牙刷以其
诸多优点得到消费者的青睐，迎来市
场大爆发。 淘宝天猫数据显示，2019
年1—4月，购买电动牙刷及周边产品
的消费者人数比去年同期增长了
“
175%;
618”开场16个小时，电动牙刷
的销量突破40万支。 电动牙刷的销量

电动牙刷标准出台， 行业乱象
有望根治

电动牙刷行业内制作标准千差
万别，产品质量参差不齐，价格浮动
大，容易引起消费者认知混乱，电动
牙刷标准出台实施， 有助于改善这
一局面。 《电动牙刷》标准于9月2日

开始正式实施， 它不但规范了相关
术语、分类、性能要求、检验规则等，
还详细说明了有关电动牙刷的安全
要求，规定了电动牙刷的噪声范围。
企业只要严格遵守标准， 那么电动
牙刷的质量基本可以得到保证。
电动牙刷标准打破了业内缺乏
参考标准的窘境， 有利于电动牙刷
行业健康发展。 无论企业是以超高
频振动为噱头，还是以360度无死角
旋转作为卖点， 都比不上产品本身
质量过硬。 依照电动牙刷标准，不少
生产低劣质量产品的企业会自动退
出市场，行业将迎来新风貌。
电动牙刷行业乱象丛生， 让不
少消费者望而却步，如今，电动牙刷
标准出台，行业有望告别乱象，迎来
新一轮爆发。 （据中国家电网消息）

洗衣机怎么选？ 这份指南让你变成半个专家
洗衣机作为家电中的
“
老三件”，
无论是过去产品匮乏的年代，还是如
今科技高度发达的时代，都是不可或
缺的家电之一。
然而，尽管洗衣机的普及率已经
非常高了，但
“
洗衣机怎么选才对”这
样的问题仍困扰着很多消费者。 今天
我们就来聊一聊洗衣机的选购技巧，
让大家避免入坑。
第一：产品类型

洗衣机有波轮洗衣机和滚筒洗
衣机之分，总的来说，这两类产品各
有优劣。 价格上，滚筒洗衣机稍高，但
外观更时尚，功能更丰富。
波轮洗衣机内部空间容量大，洗
涤力度也够大，洗衣服很干净，耗电
量也很低， 但是波轮洗衣机很费水，
对衣服破坏性比较大，容易洗变形衣
服。 滚筒洗衣机相对力度轻柔一些，
不容易破坏衣服， 并且比较省水，也
比较节省空间，特别是洗衣机上方的
空间可以充分利用。
第二：容量大小

确定了买哪个类型的洗衣机，接
着就要考虑容量大小的问题了，这个
当然要视家庭的使用需求而定，比如
单身一个人可以用5公斤的， 一家三
口可以用7公斤的， 一家四口人以上
建议用8公斤以上的， 现在市场上出
了不少10公斤的洗衣机，非常适合多
口之家，洗窗帘等大件物品也更加得
心应手。
第三：电机类型

众所周知，电机是整个洗衣机的

“
心脏”。 常见的电机有定频电机、交
流变频电机、DD变频直驱电机、BLDC
无刷直流电机这几种，目前主流的洗
衣机产品往往选用DD变频直驱电机
和BLDC无刷直流电机这两种， 不仅
动力强劲，而且噪音也比较小。
第四：功能应用

如今的洗衣机，功能得到了大大
的丰富，尤其是滚筒洗衣机，越来越
多适用于不同使用场景和需求的功
能程序被开发出来，如快速洗、强力
洗、洁桶洗、羽绒服、户外装、婴幼洗、
夜间洗等等，实用性非常高。
值得一提的是，在人们对健康品
质生活的追求愈加高涨、城市居民生
活节奏不断加快等因素的助推下，洗
烘一体机横空出世并深受广大消费
者的欢迎，尤其适合梅雨季节时期的
南方家庭、空气质量差不适合户外晒

第五：能效等级

家电产品的能效等级与其节能
环保的性能直接挂钩。 目前我国的能
效标识将能效分为五个等级，建议选
1级或2级的，具体情况在机身的铭牌
上都会显著标出。

受产权单位委托，江西嘉德拍卖有限公司定于
2019年9月29日14:30在玉山县临湖镇镇政府二楼举
行拍卖会。 具体公告如下：
一 、拍 卖 标 的 概 况 及 起 拍 价 ：江西省玉山县临
湖镇老兽医站一幢房产， 位于临湖镇临江湖社区，
房屋为七直两层（有关房屋四至咨询镇农综站），占
地面积为462.4㎡，建筑面积约577.6㎡，房屋为砖木
结构。 起拍价18万元，竞买保证金10万元。
二、拍 卖方 式 ：采用有保留价的增价拍卖方式。
三 、重 大 事 项 揭 示 ：1.拍卖成交后，非农村户口
的买受人不得拆旧重建。 2.农村户口一户多宅者不
能重建，如要拆旧重建，原有住房须拆除。 3.房屋如
要拆旧重建，须在标的范围内实施，建房必须符合
《上饶市农村居民住宅建设管理条例》的规定。 4.拍
卖成交后， 如买受人是一户多宅或非农村户口的，
则不收取一户多宅的有偿使用费。 5.拍卖成交后，标

市委民声通道
8211890( 一拨就灵）
13755360000
市长热线
８２０００００
区长热线
8210009 （ 信州区 ）
县长热线
8466000 （ 上饶县 ）

的不能办理产权权属证明手续。
四 、标 的 咨 询 、展 示 和 报 名 时 间 ：自公告之日起
至2019年9月29日10时止即行咨询、 展示和报名，个
人凭身份证复印件、单位凭营业执照复印件、法人
身份证到江西嘉德拍卖有限公司或镇农综站办理
报名手续，交纳报名资料费500元（不退），同时交纳
竞买保证金，竞买未成功的保证金在五个工作日内
退还（不计息）。
竞买保证金账户：【开户行： 玉山农商银行，户
名 ： 玉 山 县 财 政 局 ， 账 号 ：
1624391200000103760002】。
报名 地址 ：玉 山县 临湖 镇 农综 站
联系 电话 ：13576395191 （王 ）

13576326898 （郑）
江西 嘉德 拍 卖有 限公 司
2019 年 9 月 12 日

房屋出租

漫画与幽默

上饶市区临街房屋2400
平方米及郊区临街房屋7000
平方米对外招租或项目合
作，交通便利，位置好，联系
电话:13397930003。

遗 失 启 事
信州区罗贤伟副食品店
遗失江西省国家税务局通用
手工发票 （三联百元版），发
票代码：136111715331， 发票
号 码 ：00252401—00252425，
声明作废。

柏林时间9月6日，2019年柏
林国际消费电子展(IFA2019)正式
拉开帷幕。 海信集团旗下Hisense、
Gorenje、ASKO三大品牌组团亮相，
展示了包括激光电视、Gorenje冰
箱、ASKO厨房电器系列等多款创
新产品。
海信表示， 欧洲市场是海信
国际化战略布局的重点区域。 经
过十多年的发展， 海信目前在欧
洲已经形成以德国市场为总部，
辐射西班牙、意大利、英国、法国
等海外公司的销售网络， 同时通
过设立欧洲研发中心以及生产基
地实现产品的本土化。
据悉，海信通过并购的方式，
加速进军欧洲市场的步伐。 2018
年8月，海信正式完成对欧洲家电
巨头Gorenje 的收购， 旗下拥有
ATAG、ASKO 等高端品牌， 在欧
洲设有生产基地。 Gorenje 的加
入， 也让海信在欧洲本土建立起
全品类产品、完整的研产销体系，
加速其开拓市场的进程。 不仅如
此， 海信还通过赞助2016年法国
欧洲 杯 以 及 2018 年 俄 罗 斯 世 界
杯，提高在欧洲市场的知名度。
（据人民网家电频道）

第六：产品尺寸

洗衣机尺寸也是很重要的，买洗
衣机之前，要量好家里的尺寸，比如
阳台是多宽的阳台，摆放多宽多厚的
洗衣机合适呢，这个就根据你家阳台
的空间大小来选择。
（据中国家电网消息）

玉山县临湖镇老兽医站房产拍卖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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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的北方家庭，以及想要衣物即洗即
穿或追求衣物更加蓬松舒适的使用
人群。 近几年，洗烘一体机的市场销
售异军突起， 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
其旺盛的市场需求也必将进一步被
挖掘。

海信旗下三大品牌
组团亮相德国IFA

海尔智家001号
体验中心正式落地上海
近日，海尔智家001号体验中
心正式落地上海。 据了解，这是海
尔智慧家庭“5+7+N”最全面的一
次成果展示。
对此，业内评论称，海尔智家
001号体验中心，不仅是“海尔智
家”换道智慧家庭生态品牌的重要
里程碑，也是
“
海尔智家”在智能家
居领域多年沉淀划出的行业分水
岭。 对行业来说，海尔智家001号体
验中心是目前中国智能家居领域
最佳解决方案的一个样本。 对用户
来说，这是一个一站解决家电家居
问题的空间。
据悉，海尔智家001号体验中
心总面积达5000平方米，分上下2
层， 一楼大厅布设了5G信号的智
慧客厅、智慧厨房、智慧浴室等5
大生活空间; 全屋空气、 全屋用
水、 全屋安防等7大解决方案;二
楼则为各类人群打造了家电家居
一体化的8大智慧家庭样板间。
（据环球网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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