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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两会专题报道
一方面要警惕“实业空心化”，另一方面也要警惕“主业沙漠化”，就是要看到主导产业的

“大而不强”，主要表现为企业规模很大，但主业虚空、优势不突出、特长不明显、企业缺乏核
心竞争力。 ———全国人大代表、海信集团董事长周厚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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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 消费之门

日前，国家家电质量监督检验中
心和中国家电研究院联合公布全国
首次获得洗衣机“微振之星”名单，小
天鹅、美的等 4 家企业生产的 20 多
款产品入选。作为我国首次依据《洗
衣机振动性能》技术规范对“振动性
能”进行专项检测，小天鹅再度以卓
越的技术品质性能，领跑国内洗衣机
的差异化发展浪潮。

作为中国洗衣机行业拥有 34 年
发展史的企业，小天鹅不仅推出中国
首台全自动洗衣机、中国首次实现对
美国市场出口，成为中国洗衣机的
“代名词”。还在最近几年推出全球首
台物联网洗衣机，国际领先、国内首
创的自动投放洗涤剂洗衣机以及填
补市场空白的热泵干衣机等一系列
革命性产品，先后推动中国家电业经
历“价格竞争”、“营销炒作”、“服务比
拼”向“技术产品驱动”、“品质服务驱
动”的升级转型，最终开创性地以“全
品质链”重构全球品质标准、领跑国
际品质方向。

中国家电研究院副院长宫滨指
出，“近年来，随着企业对洗衣机振动
性能的技术创新和产品研发，反映出
整个行业在消费者使用需求和产业
低碳环保趋势推动下，加强‘差异化
竞争力建设、巩固市场竞争优势’探
索与努力，中国家电企业开始从战略
高度、全球视野主动发起新一轮的产
业竞争。”

打造全品质链

纵观当前中国家电业发展史，不
是所有家电企业都可以骄傲地说，
“我们的产品经过 34 年品质检验”。
同样，也不是所有的家电企业都具备
对产业发展方向和趋势的主导权，并
为产业未来发展方向确立标杆和方
向。

日前，小天鹅基于 34年品质沉
淀下的雄厚实力和坚强后盾，再度以
“全品质链”竞争体系重构对全球洗
衣机产业的创新式发展，实现从“产
品品质、服务品质”向“技术品质、企
业品质”的全面覆盖。

在谈到 30 多年来小天鹅的发
展成就，无锡小天鹅股份有限公司
总经理柴新建颇有感慨。他向《中国
企业报》记者说道，“我们今天所取
得的成就，关键在于过去 30 多年来
小天鹅始终与全球最顶尖、最苛刻
的品质要求同步，并最终建立‘全品
质链’核心竞争力，最终建立品质话
语权。”

小天鹅洗衣机所推动的“全品
质链”体系，正是基于传统供应链、
产业链、生态链发展基础上，对企业
现有内部架构、经营理念和战略思
想，结合市场外部快速变化的消费
需求，进行企业经营系统和战略构
建的重组。《中国企业报》记者看到，
在产业横轴上，以“用户需求”为导

向，通过满足需求、引导需求、创造
需求等复合体系创新，从技术创新、
功能研发、生产制造和售后服务等
全过程构建品质链，经历全球最严
苛的检测、创立全球新的品质标准。

在产业纵轴上，以“科技创新”
为导向，不断推陈出新完成从前瞻
性技术、应用性技术和市场空白产
品的全面覆盖，构建“技术驱动”下
的卓越品质保障体系。目前，小天鹅
已推出全球首台物联网洗衣机、自
动投放洗涤剂洗衣机和填补全球空
白的热泵干衣机，成为推动企业 34
年来在竞争激烈的家电业始终以
“强者之姿”屹立不倒的核心动力。

重构消费安全

今年 3·15前夕，多位来自全国
各地的小天鹅老用户走进企业，亲眼
见证一台台小天鹅洗衣机经过严格
的 88 道工序和长达 5000 小时无故
障运行测试等一系列严格检测后的
诞生全过程，也亲身感受了小天鹅人
对于品质孜孜不倦的执著追求。

这些老用户，正是 2011 年年底
小天鹅在全国启动“33 年见证品质
传奇———小天鹅洗衣机百万重金寻
找全国老用户”活动中涌现出来的。
《中国企业报》记者获悉，此次活动
共拥有 12 万小天鹅老用户报名参
加，并在江苏、云南等地出现多台与
小天鹅公司发展史同岁、至今都能
正常使用的 33 年机龄的“长寿洗衣
机”。

在小天鹅洗衣机对品质“持续
追求、不断创新”的背后，正是企业
在长达 30 多年的经营过程中，始终
坚守的“消费安全”与“企业安全”、

“产业安全”一体化融合的经营理
念，直接解决消费者在实际使用过
程中的产品质量问题，也破解企业
发展中短期盈利与长期可持续发展
的企业健康经营问题，还创造性地
将“消费者、生产企业”与“家电产
业”融合后，首次打破外资企业在洗
衣机产业上的技术垄断，破解整个
中国洗衣机产业的战略安全问题。

自 1978年推出中国首台全自动
洗衣机、1992 年首次实现洗衣机连
续 5000次无故障运行、1993 年首次
开展全国质量与服务万里行、2000
年获得全国首批质量管理先进企业
称号，连续 10多年稳居中国洗衣机
市场销售第一，小天鹅创新的“消费
安全”经营理念最终在市场和消费
者心目中“落地生根开花”，实现在
全球洗衣机产业的悄然崛起。

中国家电协会秘书长徐东生指
出，“家电的消费安全事关整个产业
发展前景，不只是考验家电企业的
产品质量、服务质量，随着企业用户
群体的增加，企业的经营安全和产
业的战略安全，也直接关系到消费
者的切身利益。小天鹅的发展经验
表明，只有关注消费利益才能实现
自身利益的增值”。

为推动“消费安全”从经营理念
到企业行动的发展，小天鹅洗衣机
创造性地通过“整合全球资源、搭建
战略平台”模式，在全球范围内寻找
最优秀的企业合作，采用节能高效
的尼得科电机、安全可靠的德国代
傲电脑板、减震效果突出的意大利
苏斯帕减震器、精确控水更环保的
英国英维思电磁阀，正是通过这些
细节上的持续创新，最终为小天鹅
洗衣机用户构筑“品质长城”。

领跑国际品质

如果说，“品质通行证”只是中国
企业发展的首要任务，那么打造“国
际品质”才是中国企业的最终追求。

从“全品质链”构建中国家电业
的新驱动体系，到“消费安全”破解企
业产业战略安全，小天鹅正带领中国
家电业在“品质”道路上不断突破，谋
求从“建立中国品质标准”到“领跑国
际品质方向”的方向快速前进。

目前，小天鹅洗衣机新产品在投
入生产前整机需经历 88 道测试项
目，其中滚筒整机寿命需要进行 4500
小时测试，波轮整机寿命需要进行
5000次测试。《中国企业报》记者还了
解到，所有洗衣机零部件，小天鹅还通
过“全品质链”体系严格把关，要求单
品部件需经历 270项测试项目，重点
单品部件需进行寿命试验，包含 2万
次的抽屉开合测试、2万次控制面板
按钮寿命和 10万次电脑板按键寿命
测试，全自动洗衣机的门及门锁需进
行 1.5万次开关测试。滚筒洗衣机的
门及门锁需要进行 3万次开关测试。

每年，小天鹅的技术研发费用以
年收入 5%以上的比例投入，成为国
家技术创新试点企业，拥有专利近
500项，软件著作权超过 200多项，且
这一数字还在不断增加。作为国内首
批通过国际纯羊毛标志洗衣机认证
的企业，小天鹅洗衣机实验室成为亚
洲首家一次性通过以苛刻著称的德
国 VDE认证以及英国“Intertek绿色
标志”认证。至今，小天鹅还是中国首
家从产品到企业实验室全线通过 UL
北美安全认证，为开拓全球高端市场
全面提速。

34年专注，全品质链助跑
本报记者 许意强

在中国，并非所有家电企业都有 30年以上的发展
史。同时，并非所有家电企业都以“战略视野”构建消费
安全观。

当前，在中国，只有一家名为“小天鹅”的家电企
业，才拥有 34年的发展成长史，并在不经意间将中国
白电业产业化进程提前至 1978年，由此相继开启中国
家电业的规模化运作先河、构建品牌化驱动新体系，并
在我国“十二五”期间率先为中国家电业开辟“技术、品
质、服务、营销”全品质链转型升级方向。

在中国家电业，像小天鹅这样拥有 34年发展历
史，且在过去 34年间保持“可持续、良性”健康运营状
态、至今还引领着中国家电业发展方向的企业，独此一
家。这直接证明在中国及全球范围打造“百年老店”的
艰辛与不易。古往今来，提出“百年老店”目标的企业数
以万计，真正成就“百年老店”的企业却屈指可数，这正
是“百年老店”所蕴含的独特品牌魅力与历史深纵感，
最终让小天鹅在当前“市场百花齐放、产品琳琅满目、
品牌花样繁多、服务参差不齐”的市场竞争中“一枝独
秀”，并散发出独有的气质。

刚走过 34年发展史的小天鹅还很年轻，也很有朝
气与爆发力。通过第一轮的规模化运作、第二轮的品牌
化驱动，到眼前的全品质产业链创造，小天鹅正在以
“自我革命”魄力和方式，加速完成从“量变到质变”、从
“蜕变到蝶飞”的跨越式发展，努力朝着“百年老店”目
标步步逼近。

支撑小天鹅 34年来“持续高速、稳健夯实”发展动
力，正是基于“用户利益”和“市场需求”目标体系，通过
在企业内部构建“纵向技术驱动，不断创新拓宽产品
线，挺立潮头引领消费升级；横向用户导向，在产业链
上每个节点环环严把品质，引领全球最严苛的品质标
准”的全品质链，从而巧妙实现在产业发展格局中对传
统供应链、产业链、生态链等基础竞争力上，开创“全品
质链”驱动模式。

消费安全不只关乎产品质量，短期来看还包括服
务质量、设计质量，长期来看则包括企业经营质量和
产业发展质量。只有产品质量的消费安全是不完整
的，只要将产品与运营企业、整个中国洗衣机产业、家
电产业的安全进行完美对接，才能真正建立起基于
“全产品生命周期”下的可靠保障体系。

在“全品质链”驱动模式背后，正是小天鹅基于“大消
费利益观”和“全产业格局观”确立，站在整个产业高度，
将企业内部的“产品品质安全”、“服务保障安全”，与“产
业战略安全”、“企业战略安全”实现完美对接，最终将“消
费安全”的内涵和标准进行处延式扩充和内涵式再塑。

当一个产品的质量安全、服务安全与整个企业的
发展安全、整个产业的运营安全息息相关时，我们不得
不钦佩小天鹅人的“战略智慧”，同时更需要以一种全
新的视野和价值体系，完成对整个中国家电产业“消费
安全”深度布局。

为小天鹅以“战略视野”构建“品质链”、创立“消费
安全”新标准叫好，更希望有更多的家电企业积极响
应、参与进来，推动中国家电业的战略转型。

战略视野重构
家电消费安全观
许意强

在全球及中国权威市场调研
机构对“海信电视中国销量第一”
业绩认定的背后，正是海信卓越
质量体系推动产业升级、完成在
中国彩电产业的连续 8 年遥遥领
先。

日前，来自全球及中国的权威
市场调研机构 GFK 和中怡康相继
公布 2011 年度中国彩电市场主要
品牌的零售占有率。《中国企业报》
记者看到，GFK 对中国 274 个地级
市、629 个县及县级市 24000 家门店
的监测数据显示：海信电视以 13%
的市场占有率稳居首位 ; 中怡康对
中国 746 个县市 5932 家销售门店
的 监 测 同 样 显 示 ：海 信 电 视 以
14.77%的市场份额稳居中国彩电
市场第一位。

这意味着，在竞争白热化、全球
一体化的彩电市场竞争中，海信电
视已连续 8 年稳居中国彩电市场首
位，实现对三星、夏普等外资品牌
的超越 , 并持续引领国内彩电市场
发展潮流。

建立卓越质量

对于海信电视连续 8 年位居中
国第一，海信认为，企业的核心竞争
力在于技术和质量，质量是企业的生
命，是产品赢得市场的关键。

40多年来，海信在发展过程中一直
“把质量放至关乎道德和人品”的高度来
认识，以世界级的卓越质量保障体系，给
消费者带去先进的技术和功能。从 20多
年前的黑白电视机，到彩色电视机以及
现在的 LED电视、智能 3D电视，在海信
已经卖出 2亿多台电视机，从未出现过
一次批次性产品质量事故，赢得了消费
者对海信电视产品质量的高度认可。

由中国电子商会发布的《2011年
中国平板电视消费者使用评价及售
后满意度报告》显示：海信电视的用
户使用满意度在中外彩电品牌中得
分最高，这也是海信电视连续 4年满
意度排名第一。实现从技术领先、质
量领先到顾客满意度领先的全面领
跑，构建海信特有的卓越质量体系。

海信集团总裁于淑珉认为，“质
量犹如人品，质量诚信是最基本的企

业诚信，只有用做食品应有的良心来
保证产品的质量，才能在竞争中取
胜”。在质量管理体系，海信率先引入
道德评价体系，严格考核机制、紧抓
设计源头的质量控制和质量成本管
理，依靠系统严整的质量管理，海信
电视的产品质量多年来始终保持着
业内最高水平。

推动产业升级

液晶模组生产车间的曲艳娜，在
2010 年创下“连续 12 个月检验
143353台模组无漏检”纪录，来自制
造部基板车间的廖静在 2011年一季
度实现“1133130个插件无故障”，整
机三厂的李青鹏在 2011年一季度开
创“检验 43909台电视未流出 1台故
障机”纪录……

这组来自海信一线关键质控点
员工对质量严格把控的数据，真实再
现海信电视在发展过程中对于质量
的执著追求和细致把控。在海信，质
量已经从口号、理念变成每个人的实
际行动，推动着企业的稳健可持续发
展，也推动整个产业的升级。

近年来，海信的质量体系不只是
停留在产品制造环节，而是不断进行
内涵的丰富和创新，构建起产品研
发、生产制造、售后服务以及用户满
意度评价等全过程的质量管理体系。
从参与制定 LED 背光分规范国际标
准、平板电视能效国家标准、3D电视
国家标准等诸多国际、国内标准的制
定工作，成为推动中国平板电视产业
健康快速发展的标杆企业，恪守科学
的质控体系和质量标准成为海信电
视保持国际一流质量的战略基因。

中国质量领域最高奖———中国
质量奖自设立 20年以来，海信成为
首个两次摘得“中国质量奖”的企业。
2011年，海信电视的高质量品质最终
为其在亚洲质量管理领域最高
奖———亚洲质量卓越奖评选中全面
胜出，成为中国唯一摘得“亚洲质量
卓越奖”的企业。

中国质量管理协会专家指出，海
信电器坚持“技术、质量、诚信、责任”
的核心价值观，通过在企业经营的全
过程积极推行卓越绩效管理模式，实
现从产品质量、服务质量到经营质量
的全面提升和健康快速发展。

海信电视：以卓越质量体系推动产业升级
本报记者 安也致

记者手记

“我们的目标是瞄准国际一流展会，力争 5年时间
打造成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家电盛会，第一阶段目
标是展出面积、参观人数、参展商数量争取三年内翻
番。”

日前，中国家电协会秘书长徐东生在中国家电博
览会新闻发布会上做上述表态。据悉，2012年家博会将
于 3月 20日在上海开幕，这一展会已拥有超过 20年
的历史，主要面向空调、冰箱、洗衣机等白色家电企业
和小家电企业以及去年开始拓展的电视等黑电企业、
太阳能热水器等新能源企业。

目前，在我国现有家电展会中，除由中国家电协会
主办的家电博览会外，还有在青岛、合肥、顺德等三大
家电基地建立的家电展会。不过，上述展会影响力多局
限于国内，还无法成为指引全球家电产业发展趋势的
风向标。

徐东生表示，“从本届家博会的整体情况来看，我们
已经朝这一目标迈进一大步。”当前，中国家电业正处在
转型和升级阶段，消费引导显得尤为重要，消费引导型的
精准定位符合行业主流企业发展的需要，同时旨在通过
展览的形式展示国内外各大家电企业最新研发的融合
前瞻科技和时尚设计的家电产品，引导未来很长一段时
间内的家电消费趋势，提升和改善消费者的生活品质。从
去年开始，展会定位已经明确为“消费引导型”。
《中国企业报》记者获悉，共有来自中外 400多家

企业参展、共有上万件家电新品亮相，展会面积同比上
届增长近 50%，近 4万平方米的展会面积创下历届之
最。

本届家电展上，主办方还结合当前国内家电产业
“全产业链、一体化”竞争趋势，首次提出“零配件与整
机、制造商与渠道商、销售商与回收商”等各条产业链
的展示格局。恩布拉科、加西贝拉、上海日立、广东美
芝、黄石东贝等近百家核心零配件供应商集体亮相。
同时，海尔、伊莱克斯、三星、格兰仕、康佳、TCL 等十
余家企业还将举行新品发布活动，将最新款的冰箱、
洗衣机、云电视、空调、微波炉、智能卫浴电器等推出。

5年打造全球
影响力的家电展
本报记者 安也致

一老用户将使用 30年的小天鹅洗衣机赠送给小天鹅总经理柴新建（左）

创新消费者需求，小天鹅筑就国际品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