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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大量的广告信息、促销信息让消
费者有一种“超载”的感觉。让品牌家电的营销少走弯路，直达
消费者心中，成为摆在国内所有家电经销商面前的一道题。

好创意无处不在，南京佳连冠家电有限公司总经理姜一
帆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空调因建筑物而生，如果能搭建衔
接二者的桥梁，那么空调的市场营销就可以“水到渠成，一气
呵成。”
“作为一名经销商，寻找目标客户群非常重要。除了经营奥

克斯的家用空调，我还经营中央空调，因为中央空调与建筑物
的联系更加紧密，所以我又将一些中央空调的经营理念运用到
家用空调当中，实现了两者在市场营销层面的相得益彰。”

为了将购房者与空调联系起来，《中国企业报》记者获悉，
姜一帆狠下了一番功夫。“近几年来，楼市非常火爆，有买房意
愿的客户很多都是我们的潜在消费者，赢得他们的喜爱对销
量提升有很明显的作用。所以我们与本地电视、报纸上深受喜
爱的看房节目都达成合作，提供车辆运送客户前往开盘的住
宅区看房，并在不同的小区准备让消费者体验的奥克斯空调
样板间。”

凭借精准的营销策略，姜一帆每年的空调销售额将近两
千万元，在南京的空调经销商中颇有名气。然而，从今年初开
始国家对各地商品房限购令相继出台，如何在房地产政策紧
缩的背景下依然保持着亮丽的销售业绩，这让姜一帆颇费一
番脑筋。
“如今正是空调的销售旺季，每年夏天临近，功率较小的

挂式空调都会走俏，关注度也会高于大匹数的产品，所以我们
会适当调整主推的机型。而且，随着商品房限购令出台，购房
的刚性需求开始被激发，对于空调销售其实是件好事，我们今
年大幅提升的销量就是最好的证明。”据悉，与去年同期相比，
姜经营的奥克斯空调销售额继续大幅度增长。
“我们会在小区里准备样板房、体验厅，看房的客户了解

完房源信息后，就可以到我们的样板房中参观、休息。消费者
还可以近距离感受一下最近热卖的奥克斯变频空调的控温效
果以及 Hi—tech静音技术营造的舒适环境。另外，在样板房
中，大家还可以看到奥克斯空调时尚、超薄的外观与房间装修
融为一体的效果。”

当传统的买赠、促销方式对销售量的拉动作用日渐式微，
家电营销变阵已经迫在眉睫。在这场消费者眼球的争夺战中，
奥克斯提出关注消费者需求，创新营销使品牌更具竞争力、亲
和力。

需求决定方向
营销聚焦体验
韩丹 本报记者 安也致/文

本报记者 许意强/文

中央空调市场的“水涨船高”效应再度彰显。
连续三年来，我国中央空调市场保持着 50%以上的高增

长势头。受行业整体增速大涨的影响，我国中央空调行业也将
迎来首家销售规模突破百亿元的领军企业。

日前，《中国企业报》记者从美的制冷家电中国事业总部
获悉，今年以来当国内家电业整体面临着运营成本上涨、市场
需求下滑、增长乏力时，国内中央空调市场却在地铁、酒店及
绿色节能住宅等众多商业工程市场推动下迎来新一轮爆发，
美的有望在 2011年销售规模突破百亿元大关、并有望连续第
四年蝉联国内中央空调市场销量第一位置，成为国内中央空
调首家百亿级品牌。

中央空调市场看涨

与当前家用空调主要依靠终端市场的零售以及海外贴牌
出口不同，中央空调则主要面向国内众多的工业商业等工程
市场，比如高铁、机场、地铁、体育馆、宾馆酒店、绿色节能住
宅、大型工厂等场所。近年来，随着我国持续加大了对公共基
础设施和工业项目的持续投入，持续激发了国内中央空调市
场的规模化增长。

艾肯空调制冷网的报告显示：自 2009年以来我国中央空
调市场就步入了快速增长期，其中仅 2010年就取得了跨越式
增长，市场销售额较前一年增加了 75亿元，美的等大企业的
增幅达到了 30—50%左右。2011年，国内中央空调市场延续
了这一增势。美的中央空调事业部总裁田明力表示，“今年以
来，美的在中央空调领域通过技术驱动市场的发展战略实施，
在变频多联机、变频离心机、空气能热水机等领域获得跨越式
发展，全年销售规模突破百亿元大关应该没有问题。”

据悉，与我国家用空调市场的起步源自日本企业的推动
相似，国内中央空调市场的启蒙也来自于约克、麦克维尔、大
金、开利、日立等美日企业，且在长达 10多年市场普及和产品
推广过程中，上述美日企业一直占据着我国中央空调市场的
领跑者地位。直到 2008年，美的异军突起，首次打破长期以来
外资品牌占国内中央空调市场主导者的格局，成为中央空调
市场上的第一国产品牌，并将其它国内企业远远甩在身后。

自 2008年以来，美的一直保持着国内中央空调销量第一
的地位。不过，在田明力看来，“美的目标不只是中央空调国内
品牌第一，而是整个暖通空调领域的领头羊。”显然，这还需要
美的在产能布局和差异化市场等方面实现战略性突破。

技术驱动拔得头筹

目前，美的已在顺德、重庆、无锡、合肥四地建立了中央空
调生产基地，其中顺德基地建于 1999年专门研发生产多联
机、空气能热水机、单元机等冷媒产品，年产能达 200 万台。
2004年通过与拥有 40多年离心机技术积累的军工企业重庆
通用合作，随着 2011年三期的竣工投放美的重庆形成可产离
心机 350台，水冷螺杆 2000台，风冷螺杆 1000台，模块机
11000台，末端相关产品 19万套。于去年开工建设的合肥美
的中央空调基地，总投资达 20亿元，投产后美的中央空调将
形成 200亿元的产能规模。这意味着，一旦四大基地全部竣工
投产将会直接将美的送进中央空调行业第一品牌的阵营中。

不过，《中国企业报》记者注意到，除了不断扩张产能规模
缓解发展瓶颈，美的还不断构建技术驱动力突破国内企业在
中央空调原创性技术上的软肋。目前，在日本企业最强势的全
直流变频多联机上，美的实现了全面突破，单一机组可以实现
34匹制冷量、单一系统可实现 4台 16匹的模块共 64匹制冷
量、通过美的智能网络可以支持 512个模块远程控制，最终开
创了行业三大先河。

美的中央空调是空气能热水机行业第一品牌，连续三年
蝉联市场销量第一宝座，在 2010年取得了 25%的市场占用
率。自 2006年研发出国内第一台全面掌握核心技术的变频离
心机组后，美的变频离心机组已经成为大型机组的主流产品。

本报记者 康源 /文

中央空调水涨船高
首家百亿品牌现身

营销案例

家电下乡热水器不合格
厂家躲闪不召回不赔偿

日前，国家质检总局公布了最新
一批的热水器产品质量抽查结果，共
有电热水器、燃气热水器、太阳能热
水器 25 家企业产品质量查出“不合
格”。《中国企业报》记者在名单中看
到，与电、燃气热水器的 17家不合格
企业相比，8 家被查出质量不合格的
太阳能热水器全部是“家电下乡”中
标企业，其中不乏连续三次中标企
业。

在家电下乡信息管理系统中，
《中国企业报》记者还意外发现，上述
在“国抽”中被查出质量“不合格”的 8
款产品刚刚在 2010 年底最新的“家
电下乡”招标中中标，披着“中标产
品”外衣进入三四级市场销售。

随着家电下乡政策步入结束期，
家电下乡产品质量问题再度引发人
们的热议。上述 8家太阳能热水器产
品质量“不合格”是偶然，还是另有隐
情？这些产品质量存在问题的热水器
又是如何成功中标“家电下乡”？带着
这些问题，《中国企业报》记者展开了
一番调查。

不合格产品如何下乡？

据悉，辽宁热驰新能源有限公司
的热驰太阳能、江苏双能太阳能有限
公司的双能太阳能、常州兴旺绿色能

源有限公司的鑫旺太阳能、江苏皇鹰
太阳能有限公司的皇鹰太阳能、海宁
日日喜太阳能有限公司的日日喜太
阳能、芜湖万里达新能源有限公司的
万里达太阳能、山东京普太阳能科技
有限公司的京普太阳能、昆明天天沐
歌太阳能有限公司的天天沐歌太阳
能 8家企业的 8款太阳能热水器均
不合格。
对于不合格原因，国家质检总局

在公告中指出,“涉及到热性能与日有
用得热量、外观、贮热水箱等多个项
目不符合标准规定。”

在家电下乡信息管理系统上，
《中国企业报》记者发现，被查出不合
格的热水器均为家电下乡产品，还在
农村市场上销售。其中双能太阳能属
于连续三次的中标企业，其被查出的
不合格产品中标价高达 3520 元，海
宁日日喜、昆明天天沐歌、辽宁热驰、
山东京普四家企业的不合格产品中
标价均在 3000元以上，常州鑫旺的
不合格产品中标价最低仅为 2380
元。

这些刚于 2010年 11月获得中标
资格的产品，却在此后几个月内便出
现质量不合格。据悉，上述 8款不合
格热水器生产日期集中在 2011年 3
月—4月期间。其中，山东京普太阳能
的生产日期最早为 2010年 12月。这
意味着，不合格产品借助“家电下乡”
在农村市场销售，损害农民利益。

目前，对于这些质量不合格的产
品，为何能够在几个月前的产品检测
和下乡招标中成功过关，获得“家电
下乡”产品资格，目前质检总局和招
标机构尚未给出答案。

召回赔偿何时启动？

日前，国家质检总局已责成相关
省市质检部门对抽查中不合格的产
品及其生产企业依法进行处理。《中
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四十九
条规定，“生产、销售不符合保障人体
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的产品的，责令停止生产、
销售，没收违法生产、销售的产品，并
处违法生产、销售产品货值金额等值
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有违法所得
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

由于还涉及“家电下乡”，《中国
企业报》记者在一份由国家财政部、
商务部、工信部等 11个部委联合下
发的《关于印发<家电下乡操作细则>
的通知》中看到，“对产品质量不合格
的企业，各级质监等部门应当立即责
令限期改正，召回不合格产品，并及
时向社会公布相关信息。”

随后，记者对上述 8家企业进行
了电话采访。当记者按照芜湖万里达
太阳能留在家电下乡系统上的联系
电话打过去，对方直接声称“不是万
里达，你打错了”。昆明天天沐歌太阳

能一位家电下乡负责人张先生告诉
《中国企业报》记者，“早在 4月底 5
月初就知道了国家抽查的结果，并对
不合格产品封存，等待政府的处理决
定。”对于产品质量不合格的原因，张
先生表示，“感激国家质检总局这次
对家电下乡产品的专项抽查，让企业
看到了不足”。

江苏双能太阳能总经理贲道发
不愿意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
但透过中间人向记者表示，“不希望
媒体关注此事，抽查不合格主要是产
品设计南北有差异，江苏生产拿到北
京检测造成不达标。”同时，该人士也
向记者承认，“不合格产品就是中标
产品，在农村市场上有销售，公告出
来后就停止销售，其它措施还在考虑
中。”

正在销售的产品可以封存，但对
于农民已经购买的不合格品如何召
回和补偿，《中国企业报》记者多次拨
打热驰太阳能、日日喜太阳能、皇鹰
太阳能、京普太阳能、兴旺太阳能登
记在家电下乡系统的办公电话，上述
5家企业的电话要么一直无人接听，
或接通后直接挂断。

江苏益邦律师事务所王书赟律
师指出，“根据消法和产品质量法，购
买上述不合格产品的农民消费者均
可以向生产厂家提出赔偿或召回要
求。如果厂家迟迟不作为，消费者可
以向各地人民法院提出诉讼。”

热水器争夺正酣 企业亟待战略升级

近年来，全国范围内推动的“节
能减排”政策，令已有 30年发展史的
我国热水器行业被“闪腰”。

传统的电热水器、燃气热水器不
仅要面临产品技术“节能减排”的重
大创新挑战压力，《中国企业报》记者
还了解到，太阳能热水器的异军突
起，空气能热水器的悄然热销，也给
我国热水器行业未来发展和走势增
加了几重不确定性因素。

今年初，作为国内热水器行业的
排头兵，也是国内最大的热水器企
业海尔率先实施战略升级，展开“覆
盖四大产品领域、构建五大热水解
决方案”战略转型，借助技术创新和
资源整合手段实现对“电、燃气、空
气能、太阳能”四品类的协同发展。

协同创新平台

对于传统的电、燃气热水器，在面
对太阳能、空气能所独有的“节能环
保”、“可循环”绿色优势竞争时，打破
传统产品技术创新模式，构建产业发
展的新空间已势在必行。
《中国企业报》记者注意到，以海

尔为首的传统热水器巨头早在多年前
便展开了新一轮的技术创新，针对燃
气热水器多年来存在的使用痼疾———
洗澡时，必须先放出管路中存有的冷
水才能有热水流出，海尔高端品牌卡
萨帝推出“零冷水”技术，通过内置循
环装置进行提前预热，用户可根据洗
浴需求选择适合自己的温度，保证打
开阀门就可享受恒温舒适的热水。

此外，海尔热水器联合中科院等
科研机构共同研发了 3D 速热技术，
在出水口处创新采用高效聚能环设
计，可瞬间实现升温。既提高了电能转
换成热能的效率，还破解了传统电热
水器无法即开即洗的弊端，推动了技
术和消费的双重升级。

同样，海尔推动下的太阳能与空
气能热水器的技术创新与产品升级
也在悄然打响。针对多年来太阳能热
水器受产品结构和技术功能限制一

直停留在农村市场的推广普及，而未
能迅速进入市场空间更广泛的城市，
海尔推出了平板阳台太阳能热水器，
打破了传统太阳能的安装局限，不论
是高层、多层还是小高层都可以，极
大地拓宽了太阳能进城之路。此外，
针对当前市场步入成熟期的空气能
热水器，海尔首创余热回收技术实现
了空调与热水器的跨界式融合，将空
调浪费的热能回收再利用变成热水，
实现了能源的“零损耗”。

家电专家冯洪江指出，“我国热
水器市场步入了四大品类的多边争
夺战中，海尔借助强大的平台优势实
现了对四大品类的全面覆盖，并借助
技术创新的内在核心，建立了面向不
同品类的协同发展平台，实现了技术
研发、市场营销和产品制造等多个环

节平台的统一。这正是其它热水器企
业所无法比拟的。”

制造商转向服务商

今年初，海尔首次在全球提出了
从“热水器制造商”向“热水解决方案
服务”的战略转型目标，并推出了全
预混冷凝、余热回收、平板太阳能、空
气源热泵、零能耗等五大节能热水解
决方案。

其中，仅余热回收解决方案一项
便可以把淋浴后的废水中的热量加
以回收利用，实现节能 25%、加热速
度提升 25%、热水器出水量增加 52%
的效果。海尔的空气能热水器在环境
温度为零下 10益的情况下，能效比高
达 1：4。在这些解决方案的背后，《中

国企业报》记者获悉，除了涉及对加
热技术的不断创新升级，还对热水的
回收再利用等循环技术的创新。这一
系列创新的背后，正是得益于海尔近
年来建立的面向全球市场的开放式
创新体系和面向市场需求的商业模
式创新推动。

多年来，海尔在国内热水器产业
一直以领导者的实力推动着产业的
升级转型。从当年针对消费者的安
全需求研发的专利防电墙技术，相
继被写入了国家标准、国际标准，创
下了连续 9 年 1500万台电热水器零
事故的纪录。到针对 3D速热电热水
器推出整机 10 年免费包修服务承
诺，从产品的技术标准、功能创新、
性能保障等多个环节建立了立体化
服务体系。

本报记者 许意强/文

新一轮的产品技术创新正撬动
中国冰箱业在全球的强势崛起并有
望领跑。

当前，冰箱功能已不局限于基础
性的冷冻、冷藏，随着人们消费水平
提高，对冰箱保鲜、节能、绿色需求引
发的变革迅速席卷了行业每个角落。
以美菱为代表的国内冰箱巨头，成为
中国企业掀起全球化绿色低碳转型
的关键力量。

国家信息中心信息资源开发部
主任助理蔡莹表示，从城市销售规模
变化、产品结构变化等方面来看，国

内冰箱生产、消费开始出现拐点的信
号，这也预示着成为国内冰箱业发展
方式明显转变的新开始。

作为中国冰箱业的排头兵，一直
稳居行业第一集团军的美菱在“自主
创新，中国创造”的理念指引下，通过
“压缩机+整机”垂直产业链打造，坚
持将品质做到极致并通过提高服务
标准对产业链形成倒逼机制催动产
业升级。从推出对开多门雅典娜系列
高端冰箱使国产冰箱掌握高端领域
的话语权，到成功研发-192益世界最
冷冰箱刷新全球深冷技术的记录，美
菱始终走到了我国冰箱业技术升级
的前沿，构建了“规模+价值”双轮驱

动式发展。
今年以来，面对消费者希望冰箱

能长时间保持食品的新鲜、天然味
道，对行业的保鲜技术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采用“1+1”保鲜技术的美菱零
度恒温保鲜冰箱，采用单向透湿膜可
以在不促进细菌生长的情况下，长久
保持储存空间的相对湿度，湿度保鲜
率可以达到 95%。从而使蔬菜瓜果类
长久保鲜，保存时间也提升到普通冰
箱的 2—3倍。

去年，随着美菱冰箱“绿色节能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建成，通过有针
对性的技术储备，企业的绿色节能技
术将被推上新的高度。

作为全球冰箱产业的后来者，中
国企业在短短 30年发展中在制冷技
术以及外观设计上便实现了“迅速超
越”，美菱这类专业品牌的强势崛起，
完成了从模仿、创新到开放创新的攀
升，多款引领行业风潮的产品从外观
设计到功能技术都成为外资企业借
鉴模板。

在推动全球冰箱节能、低碳的基
础上，专注于制冷领域技术创新的美
菱，通过不断地研发创新将冰箱的保
鲜、节能以及深冷功能做到极致，并
在价格战、概念战频繁的行业中开创
的“品质服务”典范，推动行业健康发
展。

本报记者 安也致/文

中国企业引领全球冰箱技术升级浪潮

海尔热水器提供空气能、太阳能的系统整合服务 本报记者 林瑞泉/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