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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报道

14年前，比尔·盖茨曾在“window开发者会议”上预言“客厅
的核心是 PC”。“模拟 TV换成数码 TV后，会拥有像 PC一样的
多样技能，到时候微软(MS)将会主导整个市场”，今年以来，当全
球智能电视热潮正如比尔·盖茨的预言一一实现，微软却输给了
谷歌。

日前，谷歌首席副总裁安迪·鲁宾向所有开发者透露，“就像
现在很多手机企业普遍使用 Android操作系统一样，在不久的将
来，闹钟、洗衣机、电冰箱、照明灯等所有的家电器材都将会使用
到 Android。”

同时，谷歌还展示了一款名为“Android@home”的新技术，可
以在家电上运用 Android系统。但这技术同样不收取专利费，而
且免费对外公开并提供简单的通信技能。

技术人士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谷歌的这项技术，意味着
今后所有的家电，或智能手机、电脑只要运用了 Android就完全
可以实现智能互联。

正如海信集团董事长周厚健所说的，“在智能化时代，我们
惟一要做的就是发挥想象力，实现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试想
一下，未来如果所有家电都使用了谷歌的 Android，当用户使用
Android平台的平板电脑玩游戏时，可以让家里的照明系统随着
游戏场景变化，甚至还可以控制音响的效果，让电饭煲、空调、洗
衣机都能自由控制、提前工作。

记者注意到，早在 2010年，谷歌便从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
IT市场迅速切入了平板电视市场，推出了使用 Android操作系
统的谷歌 TV，索尼率先在全球推出了基于谷歌 TV的智能电视。
今年以来，TCL、创维、海信、长虹、康佳等彩电巨头也纷纷发布了
基于 Android操作系统的智能电视新品。

今年，谷歌再度发力，面向家电推出了 Android@home，这意
味着未来几年中国家电业的智能化时代将全面袭来，中国企业
怎么办？已是箭在弦上。

微软也未放弃这一市场，更没有放弃中国这一战略重地。日
前，《中国企业报》记者从中国国际消费电子博览会（简称
SINOCES）组委会获悉，微软将携旗下的 XBOX游戏新品首次亮
相 2011年 SINOCES展，意在抢夺中国游戏市场的商机。此外，
海信、海尔、松下、东芝等中外企业还将在展会上推出 3D智能电
视，松下甚至还将推出 108英寸的 3D等离子电视。

本报记者 许意强/文

本报记者 安也致/文

一直都在谋求升级转型的中国
太阳能光热产业终于等来了机会。

日前，《中国企业报》记者从国家
发改委获悉，“国家‘十二五’期间的
首份《国家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
将于今年 6 月 1日起正式实施，其中
涉及多项对国内太阳能光热企业的
技术升级、产业方向的指导和定位。”

中国资源综合利用协会副秘书
长于亚杰指出，“太阳能等新能源企
业，应该以这一轮国家产业结构调整
方向为指导，善于利用国家产业政策
和补贴资金、技术，推动企业的技术
创新和产业升级。”于亚杰还指出，作
为国家“十二五”发展期间的首份产
业结构调整目录，代表了一段时间内
国家政策补贴和技术创新的主导方
向，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太阳能光热受热捧

记者从《国家产业结构调整指导
目录（2011年本）》中看到，在涉及国
家政策重点鼓励类的多个项目中，新
能源、建筑两大领域均与太阳能光热
发生着密切的关系。
在新能源产业的十大升级方向

中，太阳能光热就占据了三个，分别
为“太阳能热发电集热系统的开发制
造”、“太阳能建筑一体化组件设计与
制造”、“高效太阳能热水器及热水工
程，太阳能中高温利用技术开发与设
备制造”。在建筑领域，涉及太阳能光
热的则有“太阳能热利用及光伏发电
应用一体化建筑”。
于亚杰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

凡符合国家产业结构调整目录中鼓
励发展的产业和技术方向，都会获
得国家在财政补贴、技术研发等方
面的政策和资金支持。这对于长期
以来一直缺乏国家产业政策利好的
太阳能光热产业，无疑是一次巨大的
机遇。
国内最大的太阳能光热企业、太

阳雨新能源集团董事长徐新建则告
诉《中国企业报》记者，“三年前，从太
阳能热水器进入家电下乡政策，我就
预感到，接下来国家政策对于太阳能
光热产业的支持力度会越来越大。作
为一项‘绿色低碳’新能源产品，太阳

能近年来在产品研发和市场推广过
程中，已经感受到了国家‘节能减排’
政策的推动。”
徐新建坦言，太阳能光热的做大

做强，一定需要国家在产业政策等多
方面的支持。此次产业结构调整的目
录明确指出了太阳能光热产业的发
展方向，这种政策力度是前所未有
的。
据悉，作为一个“草根行业”，太

阳能热水器自面市以来在中国一直
处在“企业单方面推动”的市场驱动
下，政府缺乏对这一领域的统一规划
和重点扶持。10多年前，在城市化进
程加速的背景下，太阳能热水器销售
被迫从城市转向农村。

机会背后挑战更大

近年来，农村市场对于太阳能热
水器需求的迅速井喷，在快速推动了
太阳能光热产业迅速做大的同时，也

引发了市场竞争乱局。由于行业进入
门槛低、国家强制性标准缺乏，一度引
发了太阳能热水器的过度竞争，行业
内部的企业数量一度达到了 1000多
家，有的甚至称拥有 5000多个品牌。
目前，尚无国家职能部门对这一行业
的总体规模和企业数量有准确统计。

自 2009年以来，以太阳雨、桑乐
为代表的一线企业，以太阳宝、同济
阳光为代表的二线企业，甚至包括以
力源、而金、贝德莱特为代表的三线
企业，掀起以一场以“产业升级”为主
题的竞赛，主要表现为建立现代化的
生产厂房、购置自动化生产和检测设
备、实施面向城市、农村、海外的立体
化推广。

不过，在嘉兴同济阳光新能源公
司营销总经理王长青看来，“这两年
来的产业升级还未见成效，产品还多
是围绕农村消费者，而 90%以上的企
业市场还在农村。去年底以来，农村
市场销售开始疲软，价格战、促销战

都不见起色。”
江苏太阳宝新能源公司总经理

田洪增则指出，“转向城市工程市场，
是整个产业未来的方向。今年以来，
太阳宝已经面向城市热水工程推出
了不少新产品和系统解决方案。”

北京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协会
副理事长罗运俊指出，从国家产业结
构调整目录来看，从产品技术上看，
未来重点是太阳能光热发电、太阳能
中高温利用技术；从产品应用上看，
太阳能光热与建筑的融合、太阳能热
水工程，不局限于农村以及生活用
水，还可以向工业生产用水、建筑节
能降耗等领域扩大。

徐新建透露，太阳雨在太阳能制
热制冷以及太阳能中高温技术的开
发早在多年前便展开，目前围绕太阳
能与建筑一体化融合，特别是城市以
及工程市场的热水工程，已经拥有多
年的市场开发和应用经验，具有了完
善的系统解决方案。

作为手机设计、生产、消费和
出口大国，中国对全球手机产业的
贡献居功至伟。但中国又是山寨机
的发源地，山寨机泛滥成灾导致产
业研发空心化，价格战成为主要生
存手段，侵犯知识产权的现象普遍
存在，致使全球对中国手机产生误
读，认为中国手机非常便宜，质量
非常低劣。

针对这一现象，闻泰集团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张学政表示：“从
手机设计转型到 ODM，闻泰集团希
望严把从设计到生产的每道关卡，
用引领潮流的设计和过硬的制造向
世界证明：中国手机，价格 very
cheap，品质也 very good。”这是张
学政为医治中国手机顽疾开出的良
方，同时也是闻泰集团高速发展的
秘诀。

专业追求源于产业理想

“凭借自己的力量改变中国手机
的世界形象，把中国通信产业带向
世界。”多年来，张学政是这样说
的，也是这样做的。

在他看来，很多资本挤进手机
业，是为了赚快钱而来，而不是把
手机业当做产业来做，所以，忽视
了产品质量和知识产权建设，以打
价格战为主要手段，造成了消费者
对国产品牌的信心丧失。

而闻泰集团选择做手机，是抱
着做产业的心态而来，抱着做大做
强产业的理想而来。从进入手机行
业的第一天起，张学政就立志把手
机当做自己一辈子的事业，梦想着
引领中国通信产业做强做大，使中
国成为全球通信产业强国。

为实现梦想，张学政根据企业
发展不断进行战略调整。最初公司
只做设计，生产是由其他企业来做。

但是这种生产外包模式很快就被证
明行不通。为保证质量与设计的一
致性，张学政斥巨资建立了嘉兴生
产基地，把业务扩展到整机和元器
件生产。

目前，闻泰集团已经驶入良性
运作轨道，2011年的整机 ODM的销
售量已经超过主板，占据集团销售
量的一半以上，其中大部分销往海
外，3G 产品占集团销售量的 30%，
其中 TD-SCDMA占 90%。闻泰嘉兴
二期工程生产基地也在紧锣密鼓地
建设当中，到 2012 年二期工程竣
工，闻泰嘉兴生产基地将拥有注塑、
模具、喷涂、连接器、电池、充电
器、天线、按键、包装、SMT贴片、
整机组装等全产业链生产能力，年
产整机 4000万只。

除了给在国内市场活跃的土洋
品牌企业做 ODM，闻泰集团把触角
延伸到了海外市场。在海外，闻泰
集团坚持三驾马车并驾齐驱：一是
为国外品牌企业做 ODM；二是为国
外运营商做 ODM，迄今为止，闻泰
集团已经为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50 多个运营商提供手机整机；三是
支持中国品牌走向海外，目前在南
亚、东南亚、非洲、南美甚至欧洲，
不仅很多当地重量级品牌商和运营
商是闻泰集团的客户，在这些市场
取得骄人战绩的中国品牌背后也有
闻泰集团的影子。

闻泰企业文化的核心是“共识，
共和，共创，共享”，张学政希望与
供应商实现和谐成长，共同创业，
共同分享发展成果，通过抱团作战
实现群体突破。“今后五年，希望
凭借闻泰集团与品牌商和全球各地
运营商的良好合作关系，借助手机
这个通信终端产品，带动更多的产
业链上下游企业走向世界，在全球
打一场改变和提升中国制造形象的
攻坚战。”张学政对闻泰的未来充满
信心。

为中国手机乱象开药方

在整个手机产业链中，中国作
用举足轻重。但是低价和低质，却
给中国制造蒙上了阴影。
“正是这种乱象丛生的产业土壤，

为培育大企业创造了机会。”张学政
认为，国家“十二五”发展规划为
信息产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中国
要诞生世界级的手机品牌，必须要
先有世界级的 ODM企业。通信产业
应该搭乘这阵春风，内强体魄，外
树形象，做好产业升级和转型，打
造世界级的一流企业和品牌。

张学政认为，现在中国已经具
备了打造世界一流企业和品牌的条
件。他举例说，类似于 IT 产业的发
展轨迹，起源于美国的通信产业，
设计、制造和品牌曾经由美国形成
完整的产业链。但后来，为了追求
成本控制，美国把一些生产制造输
往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及大陆。
随着技术门槛越来越低，手机研发
也在开始转移。这种产业转移造就
了日本、韩国及中国台湾，同时也
成就了大陆市场的制造业。目前，
中国设计、制造及手机元器件生产
已经实现了高度国产化，国产率在
99%以上。这种产业转移，也为中国
手机从手机生产大国向品牌大国转
变创造了条件。
“如果一个民族没有世界级的

ODM手机企业，就不可能诞生世界
级的手机品牌。只有把设计、制造、
质量都做到世界一流，只有在与国
际品牌的合作中积累丰富经验，才
能支撑中国诞生世界级的手机品牌，
才能帮助中国手机产业走向世界。”
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张学政一直积
极进行产业布局。

2006 年，闻泰集团从手机设计
入手，先后在上海、西安建立了东、
西两大研发中心，并成为国内领先

的手机设计企业；2007 年，开始建
设产业化基地，包括模具、注塑、
喷涂、包装、SMT 贴片、整机组装
等工厂，并使其达到国际一流品牌
的质量要求，目前已开始源源不断
为国际知名品牌商和运营商供货；
2012 年，闻泰集团嘉兴生产基地二
期将建设完成，将形成集手机研发、
SMT贴片及模具、天线、按键等零
部件生产于一体的手机生产基地，
为客户提供从设计到制造的一站式
服务。此外，闻泰集团还先后投入
2000 万元建立了庞大的质量管理体
系，购买了大量国际先进水平的测
试设备，分别在嘉兴、上海建立了
功能完备的测试实验室。目前闻泰
的测试人员占据研发团队的 30%以
上。

闻泰创业的 2006年是国家“十
一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五年来，
闻泰集团励精图治，获得了高速发
展。今年又是国家“十二五”规划
的开局之年，张学政信心满怀地说：
“闻泰集团的目标是通过对全产业链
布局，为客户提供一站式服务。所
有的动作都是为了把中国手机的品
质做好，把跟我们合作的手机品牌
服务好，打造世界顶尖的 ODM 企
业，帮助客户、支持中国品牌走向
世界，并带动国产化器件、公司走
向世界。希望实现帮助中国通信产
业做强做大，走向世界的产业理
想。”

从设计到制造、从主板到整机、
从 2G 到 3G、从国内小品牌到国际
大品牌，闻泰的发展轨迹以及未来
五年的规划，与国家的“十二五”
规划提出的产业转型升级思路不谋
而合。没有理想的民族是没有希望
的。希望我国涌现出更多像闻泰集
团这样有梦想的企业，也希望政府
部门通过引导，支持闻泰这样的企
业做大做强，支持手机产业链实现
升级和转型。

被誉为“上帝”的消费者，近年来在各大家电企业的集体“宠
爱”下，胃口变得越来越大，越来越不可琢磨，最终反向推动了众
多家电企业的主动创新与变革。

5月15日，海信集团董事长周厚健意外现身“海信集团智能
战略发布会”，首次向外界披露了未来10年海信发展战略，首次提
出了“智能化”转型新方向，并明确表示将成立智能化战略推进组
织，以智能化为灵魂，统一推进海信旗下多媒体、通信、家用电器、
智能交通、地产等全系统“智能化”。

行业观察人士指出，2011年是我国“十二五”发展规划开启
的元年，经历了40多年发展的海信选择在今年推出“智能化”转
型，且横跨两个“五年发展规划”，表明了企业对于智能化在产业
升级和结构调整中的重视程度，也预示着这一转型也将面临更
大的挑战与压力。

转型提速

对于为何选择在2011年开始转型，周厚健告诉《中国企业
报》记者，“当前，市场竞争的重点已经不再是以往单纯的终端硬
件竞争，应用与服务和用户体验成为核心，这无疑是我们的短
板。”

近年来，电信网、互联网、电视网的三网融合呼声高涨，2010
年国务院常务会议明确了三网融合的进程和步伐。与此同时，在
市场层面上，电视、手机、PAD、电脑四屏合一愈演愈烈，引发了消
费者传统习惯和消费方式的升级，这一切正是智能时代发展的
前兆。

在传统电视机市场上，去年以来，3D、智能、LED液晶等新产
品技术层出不穷，加速了全球电视平板化浪潮的更新换代速度。
与此同时，空调、冰箱等白电以及热水器、电饭煲等小家电也在太
阳能、物联网等新能源、新技术冲击下，迎来了转型的高峰期。此
外，手机通讯在苹果iPhone带动下迅速迎来了智能化爆发新浪
潮。

对此，周厚健坦言，“智能时代，创新文化显得更为重要，应
用、服务和用户体验将成为市场竞争的焦点。”

作为中国家电业的“吃螃蟹者”，周厚健表示，海信智能化的
核心是加强海信独特的智能多媒体运营平台以及“智能商店”建
设，以期提高“服务”在海信硬件产业中的收入比重。

在行业观察家看来，海信40年来的上述布局，无疑为未来10
年的智能转型打下坚实的基础。更为重要的是，近年来家电业从
制造向服务转型已受到越来越多企业的关注，有意识地突破传
统的“微笑曲线”来打造满足中国企业的新竞争规则。

早在2002年就开始推出的互联网电视，也因为产业链的不
成熟、不完善而夭折。不过，海信在智能化转型上的脚步并未停
止：2006年初重组整合海信宽带公司，2008年投资组建海信传媒
网络公司，2009年启动智能电视开发，迅速打造出了一条基于光
纤宽带接入、智能多媒体运营平台和终端设备操作系统、智能家
居媒体中心及智能终端应用商城的完整产业链。2010年海信在
国内率先推出基于自主知识产权操作系统的智能电视，同时开
始提供丰富多样的电视应用商城服务。

协同发展

目前，仅海信家电产品每年就会增加2000余万的终端用户
群，这是一个巨大的平台。不过，在智能化时代，仅有这些用户群
还无法解决根本性问题。

在周厚健看来，实现国内不同产品之间的设备传输协议的
一致和兼容，满足消费者更多的体验和选择，将是未来整个产业
智能化转型的关键。

日前，音视频内容网站乐视网与海信集团达成战略合作协
议，海信智能电视将成为乐视网首个TV版的落户窗口，这不仅意
味着乐视网的云视频从概念阶段上升到了试商用阶段，更意味
着海信构建共同发展的战略平台步伐全面加速。

实际上，7年前海信联手联想、TCL等企业共同创建了“闪联”
标准，使不同厂家产品互通互联成为现实。今天“闪联”已成为国
际数字家庭互通互联标准。此前，海信携手TCL、长虹成立智能多
媒体终端技术标准联盟，旨在统一智能多媒体技术标准和开发
环境，为消费者和应用开发商创造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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