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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大幕甫一拉开，全球消费电
子产业便暗流涌动。

日前，欧盟和美国正式批准了谷歌
对摩托罗拉的并购交易，平井一夫接替
斯金格成为索尼新的总裁兼CEO，苹果
的 iTV（互联网电视）开始在美国市场销
售，谷歌则宣布将发售一款全新的产
品，外界猜测有可能为Gtv。

当苹果、谷歌开始将产业布局的触
角从电脑、手机向家电展开，当全球最大
的PC巨头惠普计划出售PC业务的消息
传出，当来自日本的东芝、夏普、日立、松
下、索尼等传统消费电子企业持续身陷
亏损的消息接连传出，当来自韩国的三
星、LG开始在政府行政力量推动下抱团
进军操作系统研发和应用程序平台建
设，存在于全球消费电子产业的“硬件将
死、软件领跑”预言，开始得到验证。

亏损再袭日企

进入2月，日本消费电子企业就步
入了集体的预亏调整期。

日前，就在索尼正式宣布平井一夫
接替斯金格出任公司新的总裁兼CEO
后，索尼发布的2011财年第三季度报
告，给这场换帅增加了不同的解读。《中
国企业报》记者看到，2011财年第三季
度，索尼销售收入同比下降17.4%，亏损
为917亿日元（1.176亿美元），索尼再度
下调对2011财年全年业绩的预测，预计
2011年全年亏损将达到29亿美元。

作为日本最大的液晶电视企业，夏
普出现了自公司1912年成立以来的最
严重亏损。夏普公告称，截至3月31日的
2011财年内，预计将净亏损2900亿日元
（约合38亿美元）。对于巨损的原因，夏

普方面给出的解释则是液晶电视价格
下降以及全球经济增速放缓。《中国企
业报》记者获悉，自去年以来，全球液晶
电视价格再度步入持续下滑通道，夏普
为了刺激需求提升销量也采取降价等
手段。

东芝公布的财报显示：截至去年12
月31日的三个月内，该公司出现106亿
日元的净亏损，去年同期，东芝则实现
123.7亿日元的净利润。日前，日立则宣
布受德国热电项目推迟、电视业务持续
亏损，公司第三财季净利润骤降45%。

在去年完成了对三洋全部收购、并
向海尔出售了三洋白电业务的松下电
器，也未能避开亏损的阴影。松下电器发
布公告称，截至今年3月底本财年的净亏
损预期提高至7800亿日元（约合100亿美
元），这意味着，松下成为所有日本消费电
子企业中亏损最严重的企业。

硬件让位软件

日本企业的惨淡现状并非全球消

费电子产业的真实写照。《中国企业报》
记者看到，以苹果、谷歌、IBM、Face原
book、微软为代表的美国互联网企业，
却在全球消费电子市场上掀起了新的
浪潮。

去年，谷歌就收购了曾经全球手机
大哥“摩托罗拉”，诺基亚、爱立信等一
大批传统手机巨头在互联网时代的智
能冲击下，前者正面临新的挑战谋求与
微软的结盟创造新的机会，后者已经提
前退出全球手机市场。目前，苹果和谷
歌两家公司的操作系统基本上占据了
全球智能手机市场80%以上的份额，并
成为三星、HTC等手机企业的重要战略
伙伴。

近年来，苹果与谷歌在完成了对电
脑、手机产业的布局后，开始进军最传
统的家电市场，并通过互联网时代的消
费习惯和浪潮，欲以“操作系统”和“智
能互联”来改写传统家电市场的格局，
彩电市场首当其冲，智能化大幕开启后
便呈现井喷式增长。

更值得注意的是，当前谷歌已经开
始借助系统平台优势，将触角从家庭
中的电视向空调、冰箱、音响、照明等
多个领域延伸。飞利浦、惠而浦、伊莱
克斯等欧美市场上的传统消费电子企
业，近年来在全球家电市场上逐步上
演“大撤退”，退守小家电或成为品牌
运营商。

当前，全球公司市场排名靠前的企
业中，苹果、谷歌、Facebook是依靠平台
崛起，并有望继续领跑，IBM则通过彻底
转型退出PC制造成为了一家服务型公
司，微软虽然还属于产品型公司，但其
产品却不是光盘等硬件，而是存储在光
盘里面的操作系统软件。

在业内人士看来，“曾经称霸全球
消费电子行业的日本制造企业的持续

亏损，与苹果、谷歌等平台型企业的快
速崛起，意味着‘软件主导硬件、创意领
导制造、文化重于技术’的‘商业模式重
塑’博弈已经拉开序幕”。

中日企业警惕

精于制造、长于产品硬件创新的日
本企业，遭遇熟于创意、长于产品软件
创新的美国企业，全球消费电子产业经
过几十年甚至上百年起来的“实力够
硬、品牌够响”制造企业，终究敌不过
“钟情软件、文化科技化”互联网企业。

尽管日本企业在核心元器件、部分
材料、制造流程工艺等方面，至今还具
备着绝对的领先优势，但在互联网浪潮
中、硬件创新驱动已让位于软件驱动背
景下，这些优势并不能成为推动日本避
免亏损、重获新生的力量。相反，日企正
是由于过度依赖硬件领域精密的分工
体系和创新，反而未能强有力地渗透至
全球互联网领域，反而让美国企业后来
者居上。

曾一直跟随日企模仿创新的韩国
三星和LG，通过自身的超越已经实现了
对日企的全面超越，并成为全球消费电
子领域的领导者。不过，韩国企业已经
看到日企发展模式的弊端，开始主动贴
近美国苹果和谷歌等互联网巨头，欲对
他们采取新一轮的模仿创新。去年开
始，三星集团在内部展开的一系列重大
变革，正式展开从硬件称霸向软件称强
的转型之路。

当前，摆着中国企业面前的路却还
很慢长、更具挑战。不少国内企业还停
留于“跑马圈地、规模扩张、概念营销”
的初级阶段，还没有完成在硬件制造领
域的布局后，又要面临在软件时代的复
杂布局。

消费电子商业模式重塑：软件主导硬件
本报记者 许意强

美国互联网企业进军电子硬件领域

本报记者 陈青松

近日，广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以
下简称“广东省工商局”）发布公告，注
销120件商标的“广东省著名商标”资
格。出人意料的是，被“注销”的竟然有
公众所熟知的腾讯QQ、徐福记等知名
品牌。

对此，广东省工商局商标管理处处
长吴励超表示，“广东省著名商标”的认
定，是为了通过这项活动引导企业提高
品牌建设的意识，向“品牌经营”的方向
努力。
《中国企业报》记者在采访中发现，

在我国中小企业“品牌经营”意识普遍
不强的情况下，目前东南沿海一带地方
政府凭借企业转型升级之机，因势利导
帮助企业积极推进商标战略。相当一批
企业不仅走出困境、站稳脚跟，更有一
些佼佼者在品牌经营的带动下，销量和
实力有了巨大提升。

企业商标意识待提高

广东省工商局发布的公告中显示，
此次被注销的120件商标主要分为三
类：一是经广东省著名商标评审委员会
评审，不予延续“广东省著名商标”资格
的，包括“利口福”、“华强”、“风华高
科”、“康辉”等34件商标；二是“广东省
著名商标”资格有效期届满未申请延续
的，包括“莲香楼”、“徐福记”、“腾讯
QQ”、“魅族”等82件商标；三是企业申请
延续但地级以上工商局经审查认为不
符合延续认定条件不予受理的，包括
“傅美”、“玉和田”、“金活”、“建大轮胎”
等4件商标。

目前“广东省著名商标”每年认定
一次，有效期为三年。

上海博鼎律师事务所张兴业律师
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所谓著名商标是指具有较高市场声誉
和商业价值，为相关公众所熟知，并依
法被认定的注册商标。“我国企业申请
著名商标有诸多好处，比如可以进行冠
名宣传，还可以请求特殊保护。《反不正
当竞争法中》指出：禁止他人擅自使用
其特有的名称、包装和装潢。另外，著名
商标有益于企业扩大社会知名度和市
场影响力。许多著名商标企业纷纷通过
申请‘著名商标’来推动企业制定实施
商标发展战略。”

据张兴业介绍，根据国家工商总局
2003年4月17日颁布的《驰名商标认定和
保护规定》，驰名商标是指在中国为相关
公众广为知晓并享有较高声誉的商标。
张兴业说，“我国法律规定对驰名商标予
以特殊保护。驰名商标被确认后，可得到
大于普通商标的保护，有效防止他人‘搭
便车’、‘傍名牌’。驰名商标还能得到国
外法律保护，很多国际性条约都对驰名
商标给予了特殊法律保护，可避免我国

驰名商标被境外恶意抢注。”
“我们企业从创立开始就很注重商

标和品牌的保护，经过十几年的辛苦耕
耘，现在我们企业的驰名商标被专业评
估机构评为1亿多元。”湖南一家知名食
品企业的负责人向《中国企业报》记者
介绍。

品牌空心化危机显现

据《中国企业报》记者了解，对于此
次注销著名商标事件，各方人士表达了
不同的意见。大概分为几种观点，一是企
业追求的是利润最大化，“省著名商标”
对企业生产经营影响不大；二是企业业
务可能正在下滑，没有能力也没有必要
再去续延申请；三是有些企业本身并不
重视品牌，意识不到品牌的重要性。

国内品牌营销专家张健在接受《中
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一个知名
的商标凝聚着文化和时尚，代表着商品
使用者的身份和地位，其本身蕴藏着巨
大的无形资产。而品牌有着神奇的魔
力，世界500强有许多公司都是靠品牌
打天下，可口可乐便是一个传奇。尤其
是在经济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现代社
会，人们对商品更加讲究和挑剔。

张健介绍称，在我国有相当多的企
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并没有认识到品牌
的重要性。即使是诸多有自有品牌的企
业，也并没有认识到品牌经营和品牌建
设的精髓，而流于形式、追求表面功夫，
导致“品牌空心化”。
“国内企业品牌经营不成熟的现象

表现在诸多方面，比如生搬硬套品牌经
营理论，以为品牌建设就是媒体宣传，
忽略品牌的内部管理。还有许多中小企

业认为只有大企业才需要品牌经营，搞
品牌建设费钱费力，其实大企业当初从
小做起，都非常重视科学的品牌经营。”
张健说。

据记者了解，有相当多的中小企业
对品牌经营的认识还停留在产品包装
上加标牌的初始阶段，而对于围绕品牌
经营所进行的战略规模、企业策划、产
品卖点、渠道建设以及企业形象都比较
模糊。
“完全靠代加工，只能永远处在产

业链的低端和下游，永远受制于人。经
济形势和市场一有风吹草动，首要的受
害者就是我们这些没有品牌的低端制
造业。”珠海新宇服装加工厂的老板贺
先生对记者说。

看着与自己一起创业的企业一个
个走上了“品牌经营”之路，贺先生有些
后悔，“当初我不理解，还笑话他们为什
么要花钱花精力搞什么名牌，做单纯贴
牌加工赚点钱多合算！现在许多企业都
闯出了名气，申请了省里的著名商标，
根本不愁销路，企业做得红红火火。”

贺先生的观点反映了我国服装外
贸的“短板”———没有自主品牌，没有品
牌经营。

品牌经营助企业转型

欧美经济衰退、出口寒潮来袭，我
国的外贸出口面临严峻的挑战。

近日，《中国企业报》记者在对南方
沿海一带的中小微企业采访的过程中
了解到，一些以出口型为主的劳动密集
型加工企业因订单匮乏、劳动力成本上
升等因素举步维艰。
“10年前我从内地老家来到珠海，

当时这里遍地是黄金，利润率相当高，
曾经超过20%。”上述贺先生向《中国企
业报》记者介绍，“现在情况很不景气，
利润率基本为零，去年下半年还在亏
损。可以说我见证了珠三角劳动密集型
外贸服装业由兴盛到衰微的过程。”

贺先生介绍说，周围像他一样濒临
倒闭和已经倒闭的服装外贸企业高达
三成。

对此，吴励超表示，“‘广东省著名
商标’的认定，不是为了给企业戴一顶
桂冠，去吸引消费者的眼球，而是通过
开展这项活动，引导企业提高品牌建设
的意识，向‘品牌经营’的方向努力。”

同时，记者在对珠三角一带多家民
营企业的采访中了解到，随着珠三角企
业转型升级的加快，相当多的中小微企
业意识到，靠完全替人代加工为主的时
代过去了，开始有了“品牌”意识。

南海耀达建材有限公司相关负责
人表示，成功申报省著名商标企业后，
公司认可度有很大的提升，产品远销到
广东、广西、四川、湖南等地方，海外市
场有印尼等二三十个国家。
“品牌是企业发展的‘名片’，商标

战略让我们公司获益很多。去年在我们
遇到流动资金困难的时候，我们用企业
知名商标做抵押得到银行的支持。”湖
南一家食品企业的负责人向《中国企业
报》记者表示。

虎门祥丰服装加工厂的王老板兴致
勃勃地向《中国企业报》记者介绍，“以前
贴牌加工服装利润率低得可怜，在我们
自建品牌实施品牌战略后，虽然在宣传、
推广上花费了不少精力和财力，但是销
量和价格都比原来高出不少，利润是原
来的三四倍，相比而言还是值得的。”

外贸企业应对品牌空心化

2012 年的春节渐行渐远，当喧嚣的气氛沉淀下
来，能够留存下来的最为清晰和深刻的记忆还是蔚
为壮观的春运浪潮。有人说，这就是中国文化———
寻根、恋家；也有人说，春运的主体是农民工，春
节期间势如洪流的农民工返乡潮只是在无言地告诉
人们，城市对众多农民工依然陌生，他们依然将自
己的根定位在遥远的农村。

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理事长肖金成，1995 年就
写有 《农民进城的正负效应分析》 报告，对这一课
题研究颇深。近日，记者就农民工话题对其进行了
专访。

农民工尴尬的身份界定

《中国企业报》：2008 年金融危机期间，由于
产品外销不畅，东莞众多企业裁员减亏，大批农民
工在城市无法立足、纷纷返乡。2009 年，经济回
暖，当地企业又因为短缺劳动力而四处招工。农民
工就像潮汐，来得快退得猛。请问，在中国经济发
展的过程中，农民工到底是什么角色呢？

肖金成：工业化催生出农民由农村向城市的流
动大潮，这不是中国的特色，早期的英国、美国，
后来的拉美、东亚四小龙都是这样。中国的特殊之
处在于，大量的农民从农村进入到城市，职业上发
生了转换，可是却没有获得在城市居住和生活的制
度性安排，缺乏住房、子女教育和医疗保障，成了
“农民+工人”。如你所看到的，当经济繁荣时，企业
能够吸纳较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大批农民工背井
离乡、撇妻离子，吃住在工厂进行打拼。一旦有风
吹草动，他们就会成为企业甩包袱的最直接对象，
不得不重新回到土地上寻找依靠。可以这么说，在
城市打拼的过程中，农民工被置于一个似乎永远也
摆脱不了的困境中：劳动力的生产和再生产发生了
空间上的分离，也就是说他们的劳动力被城市雇主
使用，可是他们的劳动力的再生产 (即劳动力维持
和更新) 是和城市分离的，很大一部分要依赖农村。
从这个意义上讲，虽然中国的经济高速发展，但中
国的城市化和工业化是高度分离的。

人口红利主体
没有收获红利

《中国企业报》：有人认为，虽然许多农民工一
如既往地将自己的根定位在农村；虽然中国农民工
和中国企业的关系实在不够紧密，但作为中国人口
红利的主体，农民工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依然
是不可替代的。既然农民工为中国的 GDP做出了巨
大贡献，为什么在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过程中，大批
人没有成功实现角色转换呢？

肖金成：这其中的原因很多也很复杂，单从中
国农民工和中国企业的雇佣关系寻找原因，就是薪
酬过低。在中国，吸纳农民工的企业多为低端的劳
动密集型加工企业，产品附加值本身就不高。农民
工作为中国人口红利的主体，又曾经在很长时间内
呈现供大于求的局面，沦为廉价劳动力也就不足为
怪。

具体而言，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经济的发展得益
于外向型出口产业的发展，其间劳动力成本低成为
提高产品竞争力的一个重要因素。由于劳动力成本
低，出口产品的价格也低，使得中国产品在国际市
场上具有了不可比拟的优势。但这种优势却是农民
工在付出很多代价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由于工资
低，农民工的孩子无法享受城市的教育资源，成为
远离父母的留守儿童；由于工资低，农民工成了游
离在家庭之外的人，无法享受到健全家庭的幸福。
更为可惜的是，在农民工付出代价的同时，中国城
市化的机遇也擦肩而过。
《中国企业报》：农民工的薪酬问题对中国城市

化的进程能产生这么大的影响吗？据了解，重庆在
城市化推进的过程中，个别地方高校要求一些农村
学生将户口落到城市，结果是这种“被城市化”的
做法遭到一些农村学生的抵制。所以，就中国的城
市化进程而言，缓慢的原因是不是跟人们的观念有
关？

肖金成：我认为，农民工的收入分配问题很不
合理，尤其是第一次分配不合理。第一次分配就是
资本与劳动的分配，其中，劳动的主体是农民工。

农民只身到城里打工，家属和子女留在老家，
并非他们不想生活在城里，实属无奈之举。其根本
原因是：由于劳动力供给充裕，劳动力市场竞争激
烈，农民工报酬增长极为缓慢，农民工的劳动报酬
一直保持在过低的水平。据了解，同样辛苦的工作，
农民工的工资收入普遍要比务工地社会平均工资低
很多。

马克思曾经分析过，工人的报酬不仅包括工人
个人的消费及提高自身能力的费用，还应包括抚养
和教育子女的费用，以保证劳动力的再生产，这部
分费用是在城市的生活支出而非在农村的生活支出。

（下转第二十二版）

破解农民工
薪酬困局

本报记者 李岷

专访中国区域经济学会
副理事长肖金成

解析

肖金成近日，广东省工商
行政管理局发布公
告，注销120件商标
的“广东省著名商
标”资格。公众所熟
知的腾讯QQ、徐福
记等知名品牌榜上
有名。 CNS供图

广东省注销 120件“著名商标”

不少国内企业

还停留于“跑马圈

地、规模扩张、概念

营销”的初级阶段，

还没有完成在硬件

制造领域的布局

后，又要面临在软

件时代的复杂布

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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