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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手记

一提到锰超标，很多人都会像是
碰到铅、铜等一样，“谈锰色变”。

医学专家提醒，锰是人体必需的
元素之一，自来水、牛奶、蔬菜等人们
日常生活的众多物质中都含有锰，甚
至包括安利纽崔莱、善存佳维片、自
然之宝多维复合营养片等保健品中
每片都含有 2—2.3mg不等的锰，消费
者完全不必“闻锰恐慌”。

日前，国内“炊具一哥”苏泊尔莫
名其妙地背上“猛超标引发似于帕金
森综合症”的黑锅，不仅遭遇来自社
会公众对其品牌信誉和不锈钢炊具
的质疑，还在社会上掀起了一场不小
的“锰超标恐慌”潮。

到底，不锈钢炊具中能不能含有
“锰元素”？锰对于人体健康到底有没
有影响？苏泊尔不锈钢炊具是否存在
锰超标、锰析出从而造成锰伤害？带
着这些疑问，《中国企业报》记者展开
了一番调查。

锰不可怕 标准不限量

当前，无论是在国家标准、行业
标准、企业标准中，《中国企业报》记
者均未发现，对于“不锈钢食具容器”

这一产品的“锰含量”和“锰析出”有
任何的规定。
在卫生部最新修订并于 2011年

由国家标准化委员会颁布的《不锈钢
食具容器卫生标准》国家标准中，《中
国企业报》记者也未能发现对于“不锈
钢食具容器”存在“锰含量”标准要求。
同样，在 1988年由卫生部首次颁布的
这一国家标准中，也没有任何对于“锰
含量”的规定。只有对铅、铬、镍、镉、砷
5类重金属迁移限量指标，参照德国
的国家标准给出了明确的规定。

对于未在国家标准中设定锰的
迁移限量指标，卫生部给出的解释
为，“锰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之一，
有多种重要的生理功能，锰缺乏可引
起多种疾病。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
考摄入量规定，成人锰适宜摄入量为
3.5 mg/天，最高可耐受摄入量为 10
mg/天。”

这意味着，锰实际上属于国家鼓
励居民每天必须要保证一定摄入量
的微量元素之一。除此之外，卫生部
还认为，“符合我国相关国家标准的
不锈钢制品，其锰的迁移水平不会造
成健康损害。”这也就是说，只要不锈
钢制品生产企业购买的不锈钢板材
符合国家标准，其不锈钢材料中的锰
析出就不会造成对人体的伤害。

不只是中国未对不锈钢食具容
器有关锰的限量作出规定，包括德
国、法国、美国、英国、日本等发达国
家在内的众多国家也都没有在产品
国家标准中对于锰的限量作出明确
规定。不过，《中国企业报》记者还发
现，意大利规定了不锈钢食具容器有
关锰的限量。

日前，在苏泊尔致消费者的一份
说明中则显示，早在 2011年 10月 24
日苏泊尔就委托德国 TUV上海实验
室参照意大利的国家标准，对采用相
同材质的苏泊尔不锈钢炊具进行了检
测，检测结果显示：被检产品的锰析出
量仅为 0.05mg/kg，符合意大利标准。
锰不可缺 人体很需要

近年来，我国不锈钢炊具业取得
了突破性发展，一些新的材质也在不
断涌现。南京工业大学材料科学与工
程学院副教授丁毅透露，“从全球范围
看，镍是稀缺、宝贵资源，锰代镍是当
前众多不锈钢板材领军企业技术创新
和发展的主要方向。”

谈到锰的作用和影响，华中农业
大学食品学院博士生导师潘思轶认
为：“相对于铅、铜等微量元素和重金
属元素，消费者不必闻锰恐慌。生活中

很多物质如自来水、牛奶、婴幼儿食
品、蔬菜、茶叶都含有锰，这是人体必
需的元素之一，不会对人身体造成太
大影响。”相反，如果人体缺乏猛，还会
引发“骨质疏松症、骨骼畸形、加速衰
老”等一系列疾病。

虽然国家对于“不锈钢食具容器”
的锰含量没有明确规定，但仍有业内人
士和舆论担心，不锈钢锅在用户使用过
程中可能会引发“锰析出”，最终对人体
造成一定的伤害。对此，中南大学材料
学院专家丁荣辉则表示，“锰在不锈钢
材质中以致密的组织存在，很难析出。”
《中国企业报》记者还了解到，当

前我国国家标准中对于不锈钢板材
的锰含量和锰析出有着明确的标准
规定。这意味着，只要不锈钢炊具生
产企业从上游购买的不锈钢板材符
合国家标准，那么就不会造成不锈钢
锅在使用过程中的“锰析出”，更不可
能引发“似于帕金森综合症”等疾病。

安徽工业大学李德俊教授指出，
“一口不锈钢炒锅，牵动了全国数亿人
的健康安全，任何企业都来不得半点
马虎，更需要这一产业链上下游企业
的共同努力。无论是像宝钢等不锈钢
板材制造商，还是苏泊尔等不锈钢炊
具制造商，都要按照国家标准提供健
康可靠的产品。”

本报记者安也致

“锰”力被夸大
不锈钢锅背“黑锅”

是电视，还是电脑?
日前，在海尔电脑全球首款“一键联”电脑新品发布会上，

《中国企业报》记者看到，通过海尔开发的“一键快捷应用”按
键，就能迅速将电脑上的内容切换到电视上，在电视上轻松实
现无线看电影、玩游戏等功能。

近年来，IT与家电的跨界融合，给消费者带来的不只是快
捷方便的生活方式，还有无限精彩的使用体验。与此同时，海
尔也在当前竞争激烈、身陷红海的国内电脑市场上，找到“调
研用户需求、走差异化产品创新”的道路。

从卖产品到卖服务，从为产品找用户到为用户找产品。
近年来，从推出国内首款电脑电视一体机、电脑电视触摸

一体机，到全球首创体感控制电脑和“一键客厅 TV”和“一键
云应用”等最新家庭无线互联解决方案，海尔电脑在“跨界融
合、差异化创新”的道路上越走越宽。

海尔电脑 PC 事业部总经理张彦平指出，“价格战一定不
是出路，海尔要走调研用户需求、开发差异化产品这条路。”

作为全球首款支持无线上网的台式电脑，海尔“一键联”
电脑凭借首创的“一键客厅 TV”无线互联技术，通过无线互联
设备和电视相连，彻底摆脱家庭中各种连接线的束缚。

在海尔的推动下，电脑行业已完成从“鼠标控”和“有线连
接”时代向“体感控”和“无限互联”时代的全面跨越，也开创全
球电脑发展史上的新奇迹。

持续关注用户需求的海尔，显然并未满足在产品终端的
科技创新，而是选择站在全产业链的高度开始打通产业链的
“最后一公里”，即充分满足用户需求的“应用程序聚集平台”，
建设一个基于“云计算”技术基础上、面向国内电脑用户的“应
用程序商店”。

日前，海尔电脑同时推出一键云应用平台———U-Store应
用宝库，提供超过 9万款游戏、4万部视频、3000本小说，还有
上千款影音娱乐、儿童教育、图片社交、投资理财、生活购物类
应用程序，为电脑用户在拥有海量信息的互联网中构建一个
“聚合”平台。

今年以来，海尔电脑根据用户对应用和体验的需求一举
推出了“一键联”电脑、无线显示终端、智能润眼等在内的 20
余款台式机、一体机和体感游戏笔记本电脑新品等 20多款电
脑新品，进一步验证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体验为王、体验创
新”才是电脑厂商制胜的不二法宝。

近年来，面对传统电脑行业此起彼伏的“唱衰”声，海尔电
脑正是依靠对用户体验应用需求的敏感把握，通过坚持“科
技+设计”、“润眼+润心”和“对缝”的策略和理念，实现对国内
电脑产业发展趋势的引领，也为传统电脑产业开辟新的蓝海
市场。

空调业再遇“周期性回落”挑战。
产业在线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2011年 12月，国内空调企业的工厂
库存达 1198万台，超过 2008年 2月
工厂库存 1174万台的历史高点。苏
宁电器总裁金明表示，“今年家电业
上游面临的库存压力凸显，仅空调一
个品类就有近 2000 万套的库存，超
过以往任何一年。”

回顾过去 10 年发展历程，周期
性调整已成为国内所有空调企业无
法逃脱的定律。不过，如何在“周期性
回落”中找到企业“弯道超车、逆势抢
跑”的机会，成为今年以来国内各大
空调巨头们争相抢夺的焦点。抛弃传
统的“规模化扩张价格驱动”、构建
“科技创新驱动市场发展”则成为行
业龙头企业的主要手段。

周期性回落：悲中有喜

今年开局以来，国内空调市场就
陷入“寒气逼人”的环境中。产业在线
统计数据显示：空调内销连续 3个月
下滑，出口连续 5个月同比下滑。中
怡康数据统计，截至 2011 年 11 月，
空调行业连续 5 个月呈现负增长。刚
过去的元旦、春节，空调企业的销售
也未能获得大幅度增长。

在空调业“内外销双双下滑”背
后，正是我国空调业遭遇的“家电刺
激政策接连退出、房地产调控和市场
需求提前释放等引发的需求低迷、欧
美债务危机引发的海外购买力减弱”
等连环冲击。

不过，在西南证券分析师李辉看
来，“由于空调对铜价和原油价格最
为敏感，今年美的、海尔等行业龙头
将直接受益于原材料成本的下降，成
本回调将进一步提振龙头公司在下
半年的毛利率。”
“今年空调市场进入调整期，空

调业增长可能放缓。但产能过剩导致
的竞争将使行业继续洗牌，部分品牌
退出市场，行业集中度将进一步提
高”，上海证券分析师邓永康认为，在
这种行业形势下，美的、海尔等行业
龙头将进一步扩大市场份额。

自 2000年至 2004年、2006年至
2007 年、2009 年至 2011 年期间，我
国空调业经历三次周期性上涨，也在
2005年、2008年、2012年跌入周期性
回落谷底。在奥维咨询研究院院长张
彦斌看来，“城市淘汰更新需求、城镇
保有量增加需求、农村保有量增加需
求、新增商品房带动需求和新增保障
房带动需求，将会在 2012年推动我
国空调业增长维持在稳定水平。”

2012年，商务部将研究出台新的
家电消费刺激新政以及变频空调有
望在今年下半年获得“节能惠民”补
贴，这些都将给“乌云笼罩”中的空调
业带来缕缕阳光。

企业齐腾云：破题增长

天量库存压顶、市场需求低迷不
振，并未阻挡国内空调龙头企业扩张
势头。
日前，志高空调宣布，全球首款变

频云空调将于 3月初上市。对于变频

云空调的推出初衷，志高空调新任董
事长、云空调首席设计师郑祖义坦言，
“通过将云计算技术融入传统空调行
业，实现用户家中的空调永不落后。”

据悉，借助志高前期建立的“云
服务中心”，为分散在全国各个家庭
的志高变频空调提供远程控制、自适
应化霜、睡眠功能、远程检测、自动升
级等多项特殊功能，突破传统空调一
直以来的“技术创新”瓶颈，借助 IT手
段和智能技术打开未来空调产业的
发展空间。

一贯领先的海尔空调，再度彰显
行业大哥的实力，继日前海尔与格力
摘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后，海尔
空调日本变频空调技术研究中心也
宣告落成，首个科研成果“宽带无氟
变频技术”已应用到多款海尔变频空
调中。《中国企业报》记者注意到，作
为中国空调业首家在日本建立变频
技术研发中心的企业，海尔不仅实现
对全球变频技术创新实力最强的日
本研发资源整合，还完成对中国空调

业从产品全球化、制造全球化向科技
创新全球化的三连跳。

在去年实现“变频空调三连冠”、
完成变频空调普及的美的空调，今年
起又以“全直流升级”为主题，再度拉
开对中国空调业的升级换代，实现与
全球空调消费保持同步发展，更开启
中国空调业“升级转型”大幕。美的率
先构建的“变频空调全产业链一体
化”商业模式，也成为今年以来国内
各大空调企业争相借鉴的标杆。

市场分析人士指出，“无论是志
高的云空调、海尔的日本变频技术研
究中心，还是美的全直流升级，背后
都是受到技术创新力的驱动。这表明
我国空调业在经过 20多年的发展，
正通过整合全球资源、发力科技创
新、谋求新增长方式。”

作为空调企业实现科技新品“临
门一脚”的家电连锁企业，日前苏宁
电器则表示，“将通过全国 1750家门
店和充足的现金流，与上游企业共渡
难关，发起新一轮的清库行动。”

天量库存压顶 空调企业腾“云”突围
本报记者许意强

加大科技创新、谋求结构调整，
是多年来摆在中国家电业面前的老
命题。

对于习惯在政策、人口等红利驱
动下获得爆发性增长的中国家电业
而言，遭遇寒冬并非首次。已过去的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在众多外资企
业、跨国巨头都遭遇“增长难题、发展
困境”时，中国家电业却从容走出，并
获得“弯道超车”的机会。

眼下，欧美债务危机加深和国内
宏观调控趋紧再度袭来，国内家电企
业似乎更有理由、有信心走出危机。

唯一不同的是，当年的国家刺激政策
纷纷退出、当时的市场需求提前释
放、当前的市场环境更加严峻，转型
升级已是迫在眉睫。

家电企业到底应该如何转型，技
术创新转型又将落在何处？日前，中
国家电协会秘书长徐东生在“2011—
2012中国高端家电趋势发布暨‘红顶
奖’颁奖盛典”上透露，“对于中国家
电业而言，通过规模扩张实现快速增
长的时代已经逐渐过去，为应对消费
市场以及经济环境的变化，产业转型
和升级是中国家电行业发展的必由
之路。在众多发展道路中，向高端市
场进军成为不少品牌家电企业的首

选。”
从规模化的中低端市场向利润

化的高端市场转型的关键，正是基于
科技驱动下、面向消费需求的产品深
度创新。《中国企业报》记者从今年中
国家电“红顶奖”获奖产品名单中看
到 ，美 的 全 直 流 变 频 空 调 银 河
KD360、海尔冰箱 BCD-268WBCS、海
尔洗衣机 XQG70-HB1486、老板吸油
烟机 8212、格兰仕微波炉 UOVO 及芽
王煲 YFC308等一系列产品，在推向
市场后迅速成为各个品类发展的风
向标，受到市场和消费者的追捧。

近年来，随着我国居民收入逐渐
增加，对于家电产品的关注度也呈现

出“多样化”趋势，环保、节能、低碳的
功能以及体贴、舒适的人性化设计，
消费升级的趋势非常明显。这也成为
近年来海尔、美的、格兰仕等行业龙
头企业推动产业高端化转型的关键
支撑。

正如徐东生所说，虽然 2011 年
下半年家电市场整体增速放缓，但
以中高端市场为目标的家电企业均
表现良好，几乎未受到外部环境太
大影响。显然，龙头企业的增长动
力，正是提前把握产业发展的方向，
找到升级转型的支撑点，最终将转
型从目标变成行动，推动整个行业
的发展升级。

家电转型升级当落到实处
许意强

首个年采购额高达千亿元以上，涵盖家电、家居、百货多
个产业的大采购平台，近日悄然现身苏宁电器。

2012年，在苏宁电器不仅能看到卡西欧数码相机与电子
词典，还能看到卡西欧手表、电子乐器、投影仪等其它产品。就
在 2012年苏宁电器春节工作规划与部署会议上，基于采购资
源的全球化布局，整合线上苏宁易购、线下苏宁 Expo 超级旗
舰店、乐购仕门店等多个新渠道后，苏宁营销组织体系新增百
货、图书、日用品等五大品类采销管理中心，实现了大幅度扩
容，并形成了一个年采购额高达千亿元的“巨无霸”大平台。
“这正是苏宁电器适应产业跨界融合、多元化企业集团市

场营销的形势需求，主动进行的一项内部组织架构调整，更好
地对全球采购资源的分类整合后，构建与苏宁电器相当的大
企业、大订单、大平台的供销体系。”中国家用电器商业协会秘
书长董芝如是说。

今年以来，苏宁电器年采购额高达千亿元的大平台频频
发力，显示出在国家政策力促“大消费”背景下，作为大流通行
业领军企业的实力与责任。

1月初，白电巨头美的与苏宁电器达成为期三年的战略
合作协议，双方将在供应链整合、营销创新、合作机制、经营目
标等方面制定详细计划，美的旗下的空调、冰箱、生活电器等
全线产品在苏宁线上线下渠道销售总额将有望突破 500 亿
元。2011年，美的在苏宁渠道销售规模已突破 100亿元。

日前，海尔集团也与苏宁电器达成战略协议，未来三年海
尔冰洗、空调、彩电、厨卫、电脑等全线产品，在苏宁电器门店
零售、B2C、定制服务等渠道的销售目标将挑战 500亿元。2011
年，海尔全线产品在苏宁电器的销售也超过 100亿元，同比增
长 20%以上。

对此，苏宁电器总裁金明坦言，行业领先的信息化技术平
台和庞大的供应商资源为苏宁采购升级提供了管理手段保障
和能力条件，快速推进采购工作的创新与升级。苏宁对家电、
3C 品类的采购管理已达到行业领先水平，对 B2C、定制服务
销售、LAOX 等渠道新品类的采购管理机制正在快速完善之
中。

今年以来，苏宁在原有的空调、彩电、冰洗、通讯等采销中
心基础上，新成立百货、图书、日用品、虚拟产品等五大采销管
理中心，以满足高速增长的多渠道、多业态业务发展，并形成
一个支持超千亿销售的采购平台。

为了更好地实现家电采购向家居、百货行业的大采购平
台扩张，《中国企业报》记者获悉，苏宁电器采取“软硬兼施、体
系制胜”策略，除建立新的营销体系和机构外，还新成立合同
管理部，以提升供应链合作的规范性和管理能力。除管理广度
的拓展，采购团队更注重在专业深度的提升，在产品制造集中
和市场前沿地区增加商品规划人员的配置，以更好地研究产
品和市场发展趋势；针对新品类管理，形成涵盖商品规划、引
进、试营、推广等全流程的商品拓展机制。

金明表示，对于上游供应商而言，可以通过苏宁的大采购
平台实现对全国线上线下的“一步到位”式布局，对消费者而
言，未来可在苏宁易购、苏宁 Expo超级旗舰店、乐购仕门店中
购买到更丰富的产品，真正实现“一站式”购物。

跨界融合成新宠
海尔电脑屡开先河
本报记者安也致

超千亿元采购平台
现身苏宁电器
本报记者 安也致

云空调的背后是国内企业开始产品技术的跨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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