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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解读年报解读

本报记者 许意强/文

本报记者 许意强/文

“技不如人”令中国诸多彩电企
业大佬们，在与白电企业的业绩、利
润和市场话语权对比时，总是略显尴
尬。

不过，《中国企业报》记者通过对
TCL 集 团 （000100）、 海 信 电 器
（600060）、四川长虹（600839）、深康佳
A（000016）、ST 厦华（600870）等几家
彩电上市公司 2010年年报解读时发
现，当前国内前六强彩电企业中，除
海尔的彩电业务暂未被注入上市公
司外，均实现了借力资本市场的快速
扩张之路，其中创维数码（00751）登
陆香港资本市场。

特别是在全球电视机技术快速
变化、趋于 IT化发展的背景下，国内
彩电企业的“快速反应、迅速跟进、弯
道超车、逆市突围”等一系列能力丝
毫不弱于白电企业，甚至在挺进上
游、完善全产业链布局上略有领先。

各领风骚三五年

目前国内前五强彩电企业在营
收、毛利润、销售增速等关键性指标
上相差不大。
从当年的彩电大王长虹、康佳，

到全球液晶电视六强企业 TCL以及
中国液晶电视大王海信、创维的纷纷
崛起，国内彩电业均保持着“各领风骚
三五年”的发展状态。《中国企业报》记
者从上述企业年报中看到，2010 年，
TCL 彩电业务的营收最高，达到了
197.29亿元，而海信电器、四川长虹、
深康佳 A则分别以 192.8亿元、148.3
亿元、132.9亿元紧跟其后。
虽然创维数码暂未公布其 2010

年度业绩报告，不过中国电子视像行
业协会旗下的奥维咨询统计数据显
示，其在 2010年 1月底到 2011年 2
月底期间，液晶电视机的销售量和销
售额分别居国内同类产品市场的第
一二位。

曾经一度跻身国内彩电六强企
业行列的 ST厦华，目前已经沦落为
中国专业的电视机贴牌制造商。2010
年，厦华的彩电业务营收仅为 41.8亿
元，其中海外出口业务的收入就高达
39亿元、市场份额高达 92.4%。

行业分析人士指出，由于国内彩
电企业一直不掌握核心技术，处在对
全球电视机技术潮流的跟随队伍中，
几大企业间的竞争实力差距并不大，

因此很少能形成寡头企业掌握绝对
的市场领先优势。往往是谁先把握一
轮产品的升级换代热潮，就实现了对
市场竞争对手的半步领先。

量增利减怪圈

2010年期间，多家彩电企业均出
现了“量增利减”的景象，这意味着国
内彩电企业再遭“规模化不利润”的
瓶颈。
深康佳 A在 2010年的营收增长

最高，达到了 31.17%。不过，似乎是应
验了“卖得越多赚得越少”怪圈，深康
佳 A 的毛利率较 2009 年同期大降
4.39%，亦是所有企业中利率降幅最
大的企业。
而四川长虹则更具代表性，其是

惟一实现彩电营收与利润正增长的
企业。不过与营收同比实现 18.36%增
速相比，长虹彩电的毛利率仅微涨
0.29%。这似乎证明了，彩电企业在频
繁而快速的技术升级换代中，其盈利
能力一直备受考验，而不掌握产品定
义权就很难令企业获得市场份额和
利益的最大化。

海信电器的营收则同比实现
15.39%的增长，但其毛利率则出现了
1.66%的下滑。而 TCL在彩电业务上
受国内市场押宝网络电视失误、国际
市场结构调整等多重因素的限制，营
收同比减少 14.84%，毛利率也降低
2.02%。

同时，在企业的整体盈力水平
上，海信电器的毛利率最高达到了
18.47%，而四川长虹居次位，毛利率

增幅为 18%，这基本与白电企业的海
尔、美的的不少业务相当。而深康佳 A
与 TCL的毛利率则分别仅为 14%左
右。厦华在 2010 年的毛利率仅为
10.06%，同比下滑达 3.27%，营收仅同
比增长 3.0%。这再度证明了，仅以出
口代工为业务模式，厦华彩电未来发
展前景和增长体系已略显疲惫，特别
是在毛利率和销售业绩增长方面，亟
待谋求构建新的体系。

多位彩电企业人士向《中国企业
报》记者表示，“出现量增利降的原因
很简单，就是去年在 LED、网络电视
的升级换代热潮中，各家企业的把握
节奏能力，特别是清仓抛库存的水平
直接决定了在 2010年整体业绩的发
展趋势。”据悉，去年一大批彩电企业
间的市场重点，是清理库存的出货速
度。

面临三重考验

随着智能电视在今年初受到各
家主流企业的热捧，摆在众多国内彩
电企业面前的历史难题再度显现。由
于不掌握核心技术，过去 30年间中
国电视机企业在每一次产品升级换
代中都处在被动局面，很难主动布局
并引领市场的发展方向。

未来几年，国内彩电企业还将面
临行业竞争环境竞争白热化，外资巨
头“降本节耗”举措下的低价冲击，上
游面板产业不健全和下游分销渠道
持续寡头化的两头挤压等三重考验。

从最初的显像管电视，到液晶、
等离子电视以及 3D、LED、智能电视
等一系列新技术、新产品的出现，彩
电业的 IT化趋势日益明显。谷歌、微
软、联想等一批 IT巨头也在纷纷进
军电视机制造业，令国内彩电市场
的商业环境趋于复杂、竞争更加白
热化。

同时，索尼、三星、东芝、LG等一
批外资企业在积极推动“降本节耗”，
通过委托台湾、中国内陆等企业的贴
牌代工，直接参与到中国企业最擅长
的价格战竞争中，也令国内企业遭遇
了“规模不经济”新瓶颈。

此外，在上游显示面板上的布局
趋于弱势，下游国美、苏宁为首的渠
道企业在一二线城市的控制权加大，
不仅增加了企业对生产成本和营销
费用控制管理的不确定性，还限制了
企业对新品研发和农村渠道的拓展
力量。

日前，已阔别主流市场多年的三
洋电视，在国美电器的强势推动下再
度“出山”，成为由国美在中国独家经
销的彩电品牌。由此也再度将家电零
售商通过“自有品牌”或“专营品牌”
的模式涉足上游制造产业的计划公
诸于众。

零售商爱制造

早在多年前，国美、苏宁就已经
涉足自有品牌的家电制造业务。《中
国企业报》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最
早从空调代理商发家的苏宁电器，曾
拥有熊猫空调、飞歌空调、飞达仕空
调的独家经销权，目前则是惠而浦空
调、约克空调在中国的独家经营商。
另一家零售商国美电器，则拥有伊莱
克斯空调的中国经营权。

多位空调业内人士证实，苏宁、
国美经销的洋品牌空调，均由志高、
奥克斯、海信科龙等企业代工生产。
在苏宁电器2010年报中，《中国企业
报》记者还看到，“公司的OEM、ODM
的运营已经逐步形成体系，自主产品
也由惠而浦空调、松桥小家电拓展到
了先锋彩电、法迪欧厨卫电器。”

记者在南京市工商局企业信息
查询系统中看到，江苏法迪欧电器有
限公司的法人代表正是苏宁电器总
裁金明，该企业于2010年8月份在南
京市高淳县工商局登记成立。同样，
主营小家电产品的江苏松桥电器法
人代表也正是金明。此外，金明还兼
任江苏酷博睿电器公司等多家家电
制造公司的法人代表。

在家电制造上，国美的步伐也丝
毫不弱于苏宁电器。去年，国美还推
出了在山寨机之都深圳代工生产的
飞触平板电脑。更早些时候，国美还
通过战圣投资公司涉足战鹰、战圣等
品牌的影碟机、微波炉的产销。

面临两道门槛

一位家电零售业内部人士向《中
国企业报》记者透露，“当前，无论是
自有品牌，还是独营品牌，都是由国
美、苏宁寻找第三方的企业进行贴牌
加工，通过现有的渠道销售，实现了
边际成本的最大化。最终，这种模式
所获得的利润比经销企业的利润要
高出10%—20%不等。”
不过，记者在国美电器和苏宁电

器的年报中，并未找到有关“自有品
牌和专营品牌”的销售收入和营业利

润的数据。
在中国家电营销委员会副理事

长洪仕斌看来，“家电零售商的这种
操作模式，在家电业集中度不断提升
的背景下，面临着成本控制和质量控
制的双重压力。”以零售商自有品牌
的销售规模来看，很难与一线制造巨
头谈价格，只能寻找一些二三级企
业。但这又会给零售商自有品牌的质
量管理带来新的压力。

安徽工业大学市场营销系主任李
德俊则认为，“从零售向制造延伸，会增
加零售商的管理链条。一旦无法在自有
品牌业务上获得稳定的市场和利润，很
容易造成管理成本的成倍支出。”

对此，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副教授汪浩告诉
《中国企业报》记者，“在国外，零售商
推出自有品牌产品的现象比较常见，
但大多集中在日用品，家电方面比较
少见。因为自有品牌一般主打低端，
零售商利用自己的质量认证功能，为
低端产品的销售提供帮助，同时实现
一定程度的区别定价。”

不过，记者看到，无论是苏宁自
有品牌惠而浦空调，或是国美的伊莱
克斯空调，仍借着洋品牌的影响力，
实施着中高端的销售路线。对此，汪
浩指出，零售商推出自有品牌产品，

不是趋势，零售企业的核心优势是同
时经营大量制造企业的产品，而不是
自己制造产品，发展前景有限。

涉足为哪般？

日前，《中国企业报》记者在国
美、苏宁的一些门店采访时发现，一
些消费者对于当前连锁企业自有品
牌和独营品牌并不了解。不少导购员
在进行介绍时，均会突出来自日本的
老牌彩电巨头先锋彩电、美国最大的
家电品牌惠而浦空调，并不会强调这
些其实是苏宁的自有品牌产品。

对此，李德俊指出，“目前，零售
商多倾向选择已退出中国却拥有一
定知名度的外资品牌，意在借助这些
洋品牌的市场拉动获得更大的利润
空间。”洪仕斌也认为，“这两年来，无
论是黑电、白电，或是厨卫小家电等，
市场集中度都在不断提升，零售商经
营的品牌每年都面临着减少，但却又
没有放慢规模化扩张的步伐。发展自
有品牌业务，除了利润，更多的还是
应对未来的市场格局。”

当前，中国家电业已步入了巨人
时代，国美、苏宁等连锁商们在面临
与海尔、美的、TCL等企业的合作中，
谈判的筹码实际上是在不断减少的。

家电“以旧换新”政策从 10省市的试点到全国范围内的
大面积推广实施一年多来，社会上关于商家在政策实施过程
中的“违规骗补”事件不断曝光，甚至还引发了商务部约谈国
美电器高管，警示商家各类违规行为的风险，但“以旧换新”骗
补之风屡禁不止。

日前，三部委首次联合发文，明确提出将对家电以旧换新
政策中出现的各种违规行为加强监管和规范。家电观察家张
彦斌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三部委罕见地联合展开对以旧
换新政策的完善，从最基本的操作流程和手段，到销售过程中
的厂商导购员行为抽查以及通过现代化信息手段对流程的全
程监控均表明，未来在政府层面，对于废旧电器电子回收处理
全过程以及回收基金的征收和发放都将会采取更为严格成熟
的手段。”

此次，三部委在通知中明确强调，将取消具有回收和拆解
双重资质企业的回收资质。同时，并规定回收的旧家电与回收
凭证按时、同步交至拆解处理企业。这实际上通过将拆解企业
与回收企业的资质分离，避免双重职能下的企业在这一过程
中存在“倒卖换新凭证”的可能性，实现拆解与回收企业相互
间的监督。

此前，在家电“以旧换新”政策实施过程中，出现的最普遍
的骗补行为多发生于家电零售环节，一些回收企业直接通过
国美、苏宁等家电零售企业向导购员倒卖“以旧换新”凭证。一
张凭证的售价从 40元—120元不等，这让很多没有资质的购
买者获得了国家补贴，而最终则又让一些回收企业仅靠倒换
凭证又赚取得大量国家财政资金。

同时，拆解处理企业要在 5月底前建立废旧家电进、出、
拆解全程的实时视频监控系统，并接入当地环境保护部门视
频监控系统，实现 24小时监控。这意味着，通过政策补贴的方
式让国家职能部门先期实现对一些家电拆解企业的全程监
控，从而避免存在污染的废旧家电再通过一些渠道流向社会。

有北京、青岛等地的家电拆解企业曾向《中国企业报》记
者透露，“目前在中国按照完全环保的手段拆解废旧家电，并
进行资源再利用，是一种短期内无法盈利的行当，只能依靠国
家的财政补贴而存活。”此前，由于政策的监管不完善，很多回
收企业在收旧过程中，往往会将一些拆解回收价值高的家电
产品提前自行拆解，而将一些拆解成本高、回收价值低的产品
交由专业拆解企业，引发了新的发展难题。

此外，对于政策自试点以来就频频发生且屡禁不止的家
电厂商导购员“倒卖凭证”骗补一事，三部委首次在通知中明
确指出，“加强对家电以旧换新中标销售企业、回收企业的监
督管理，严格规范企业操作行为，严禁中标销售企业和驻店厂
商人员向消费者兜售旧家电，严禁中标回收企业倒卖、虚开回
收凭证，严禁中标回收企业倒卖旧家电，严禁中标回收企业将
旧家电回流市场，严禁企业将享受以旧换新政策所购新家电
转手销售牟利。”

三部委要求，把好补贴审核关，审核过程中要进行抽查和
电话回访核实，要按凭证号码对回收凭证、销售凭证、拆解凭
证进行对照审查，建立关联审核机制，每月对旧家电、回收凭
证和企业网点进行抽查，抽查率不低于 10%。

此外，对于市场上存在同时享受家电下乡、以旧换新两大
政策进行了规定，明确只能“二选一”享受政策补贴，并对单位
购买家电享受“以旧换新”政策的行为强化监督，明确要求企
业提供自用证明。

家电以旧换新政策
套上“紧箍咒”

技术快速更新未保利润
彩电遇规模不经济新考

本报记者 许意强/文

热点解读

尽管家电制造业的利润已是“比纸还薄”，却丝毫未能阻挡国美、苏宁等全国家
电连锁企业，以“自有品牌或专营品牌”等形式，涉足家电制造产业的步伐。
与专业的家电制造企业相比，到底是手握零售渠道资源的国美、苏宁涉足制造

获取的利润更丰厚，还是为了提前布局、抗衡正趋于高度集中化的家电品牌格局？

专家不看好 商家很积极

国美苏宁进军制造业为哪般？ 刚刚进入 4月，以往出现在夏季的电荒已经在江浙等地
出现，油价高企，日本核泄漏事件，让关于再生能源的利用对
中国经济显得尤为迫切。把太阳能光热变为一种覆盖城市和
农村的综合利用能源，需要太阳能行业做哪些技术储备？从太
阳能光热的行业龙头四季沐歌与北京大学的合作，可以看出，
现实的迫切性倒逼企业在寻求上游技术上的突破。

4月 20日，北京四季沐歌太阳能技术集团有限公司在北
京大学工程学院联合设立了“北京大学太阳能研发基金”。早
在 2003年，四季沐歌自创立之初便与北京大学现代物理中心
新能源研究发展中心的先进技术和优秀人才合作，整合创新，
开创了太阳能热利用的新时代，10年来，四季沐歌利用北京
大学的专利技术发展企业并不断提高自主研发能力，拓展国
内外市场形成今天规模化的集团。

北京大学工学院党委书记谭文长说，北大工学院一直着
眼于未来工程科学和新技术的发展方向，面向国家迫切需要
及关系国家中长远经济发展的科学与技术研发，希望培养一
批杰出的科技领军人才和产业领袖。在太阳能光热研究方面，
分体式承压系统、热空气式太阳能系统、分体自然循环太阳能
系统等领域，已经显示出独特优势，这将为未来的太阳能产业
发展奠定了良好的技术支持。四季沐歌董事长徐新建则期望
北大工学院能够进一步提升对太阳能光热的基础性关注和研
究。

四季沐歌公司总裁李骏对记者说，目前，我国在太阳能光
热的利用面积达 1.5亿平方米，已经占据全球第一的位置，大
约折算每年替代 3000万吨标准煤，是风电之和的两倍。但太
阳能光热利用远远不止于太阳能热水器，太阳能光热的应用
从热水到制冷空调、采暖、热发电。这都是千亿量级的产业发
展体量。未来太阳能热利用产业的发展，不仅拥有更广阔的市
场空间，也需要更广泛的技术创新。在城市有着更多元化的热
水需求，医院、学校、美容、酒店等，各自都有自己的特点，对产
品多元化的需求更高，这对企业研发能力、资源分配、成本控
制、销售能力等有很大的挑战。

着力将自己打造为新能源系统集成商的四季沐歌对这一
市场抱有重大的期待。在现实政策中，国家出台的 1000万套
保障房在太阳能光热的技术应用，将是这个市场在城市产生
爆发力的重要支点。李骏说，未来城市中光能、电能和空气能
等符合能源的综合利用，将会极大改善现在对单一不可再生
能源的消耗，是为后代谋福祉的善行。“太阳能光热不能解决
一切能源问题，但它却一定是要解决相当大一部分问题。”李
骏说。

倒逼企业寻求上游技术突破

本报记者 安也致/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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