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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

日本消费电子产业“不败神话”
破灭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

在继松下、索尼、夏普等主流消
费电子企业集体交出一份巨亏年报
之后，日前，索尼传出消息称，索尼新
任 CEO平井一夫决定将裁员 1万人，
通过重组来挽救没落的电子王国。

年报显示，截至 2012年 3 月 31
日财年，索尼亏损额 2223 亿日元 (约
合 27亿美元 )，这是索尼连续第四年
亏损。

随着 2011年年报逐步披露完毕，
日本电子业交出的成绩单，可谓“满
目疮痍”。夏普在该财年净亏损达
2900亿日元 (约合 38亿美元 )，这一亏
损额也创下了夏普自成立以来最大
规模的年度亏损 ; 松下更是出现了
7800 亿日元的巨亏 (约合 102 亿美
元 )，这不仅创下松下年度亏损的纪
录，也创下日本制造性企业的年度亏
损新高。即便是一些侧重商用市场的
电子企业也出现了历史性亏损，比
如，NEC 预计本财年亏损 1000 亿日
元，理光将亏损 460 亿日元，业绩一
直优异的爱普生利润也只有 50亿日
元，下降 51%。

不得不承认，主流厂商巨亏背
后，是日本消费电子业由盛转衰的无
奈现实。

手机业务不断萎缩

“整个日本电子产业早已物是人
非，行业规则和消费热点都发生了巨
大的转变。”这是很多业内人士对日
本电子产业目前的感慨，而手机产业
作为日本电子产业中变革最大的细
分领域，近些年也在中国市场发生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与之前日系手机鼎

盛时期形成鲜明对比。
2006年，随着 NEC宣布退出中

国手机市场，标志着日本手机全面退
守日本本土市场。在此之前，松下、京
瓷、三洋、三菱等企业的手机产品亦
早已从中国市场消失。

两年多以后，NEC宣布重回中国
市场，并发布了一款三防智能手机
NEC909e，采用 Android系统，标价与
16G版本的 iPhone 4S相仿，在 5000
元左右。
在 NEC回归之前，夏普是中国消

费者唯一可选择的日系手机品牌。
2009年初，索尼公司完成了对原索尼
爱立信公司的全资收购，标志着原汁
原味的索尼品牌手机重返中国市场。

曾经在国内销售的日系手机共
有夏普、索尼和 NEC三个品牌，但由
于日系手机跨不过技术与市场的距
离，最终还是以落败收尾。而近日，随
着索尼爱立信正式更名为“索尼移动
通信”，如今消费者手中的索爱手机
即将成为绝版。

家电企业竞争乏力

除了日本消费电子行业在手机
业务失利外，2011年，日本家电在中
国市场上也表现不佳。先是索尼等家
电巨头上半年业绩报亏；进入第三季
度后，又出现了日企家电纷纷缩减在
中国的业务，进行大撤退的势头。

据市场调研机构 GFK称，日本家
电连锁门店 2011年上半年的销售额
同比下降了约 20%。家电巨头中，松下
电视机业务已经连亏三年；索尼将面
临第 8年亏损，其 2011年电视出货目
标下调了 19豫，降至 2200万台。

三星经济研究院研究员黎娟娟
分析指出，日本家电企业多采用垂直

化的经营模式，将研发放在本土，中国
公司的产品开发需要向总部报告并获
许可，复杂的流程致使产品开发周期
较长，不能适应快速变化的海外市场。
同时，也增加了国际化企业的经营成
本；当中国一线家电市场日益饱和时，
开发二三线城市市场成本更高。相对
于中国企业，日本家电企业显然缺乏
渠道、价格和政策的竞争优势。
另一方面，国内外经济环境使得

日本家电企业成本上升、业绩下滑。美
国和欧洲债务危机，日元大幅升值，
日本家电企业出口成本增加；同时，
中国面板业进口关税可能从目前的
5%提高到 8%—12%的消息虽然未经
证实，但可能影响企业制订经营策
略；加上日本国内地震、劳动力减少
等因素使得日本家电企业销售下降，
人力成本上升。

电子巨头连续亏损

2011年，索尼、夏普、松下日本三
大消费电子巨头连连创下亏损纪录。
对于三大巨头来讲，在中国最重要的
业务收入就是电视和面板业务。尽管
索尼、夏普仍在坚守，但已经有些力
不从心；而松下伴随着公司整体从家
电业务中的退出，也开始逐步抽身中
国家电市场。
尽管索尼声称仍把中国市场作为

全球最重要的市场之一，但无法掩盖
在中国连续 8年亏损的现实。夏普除
了电视在中国市场占有率降低之外，
面板更是跌出对大陆电视厂商出货
量的前四。松下并购三洋之后，就开
始逐步向新能源业务转型，并逐渐剥
离传统家电业务。
多个产业呈现出气喘吁吁的状

态，这当中尤数日系电子产业。被誉
为日本经济支柱的电子业曾傲居全

球，但在迅速崛起的中韩电子企业面
前，却反应迟钝、应对疲软；松下、夏
普、索尼等世界电子巨头更是集体陷
入巨亏。

在业内人士看来，地震、水灾、汇
率等因素不过是导致日本电子企业
陷入困境的外在因素，真正让日本电
子业遭遇滑铁卢的，还是内因。

美国《华尔街日报》撰文指出，这
些电器巨头们的亏损暴露了日本公
司一直以来就未曾解决的深层问题：
笨拙的企业结构、对日益商品化的产
品线抱残守缺以及将问题推到将来
解决的习惯。

中国工程院院士倪光南认为，日
本电子业由盛而衰的原因是多方面
的，例如从科技方面考察，日本企业
在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方面的投
入不足，使其创新能力大大低于美国
的同行。因此尽管在技术平稳发展的
阶段，它们可以将技术和产品做到极
致，表现出强大的竞争力，但在技术
急剧变革的时期，在需要发展全新技
术、产品和服务的时候，它们就显得反
应迟缓，不能引领潮流，而只能做追随
者。
“日本电子业的弱点还表现在重

硬轻软，不够全面，在当今软件、服
务、商业模式等等的作用越来越重
要，以硬件见长的日本电子业在竞争
中就感到被动、受制于人。”倪光南坦
言。

另外，也由于对环境变化不敏
感，日本企业在新技术的研发和布局
上，也明显落后于三星(微博)这样的
韩国企业。这场以互联网为核心的剧
烈的产业变革，也凸显了日本企业在
互联网产业中的弱势地位。目前日本
企业仍保持优势的数字影像和家庭
娱乐领域，如果不能积极迎接变革，
也将遭遇严峻的挑战。

特约记者 刘娜

MADE IN JAPAN
路在何方？

创新及反应速度是日本
制造没落的根本原因

马振贵

电子产品集体“大撤退”

最新消息称，索尼新任 CEO 平井一夫表示，本财年
计划裁员 1万人，约占雇员总数的 6%。平井一夫表示，
索尼将专注于三大领域的投资和技术研发：数字成像、
移动产品和视频游戏。值得注意的是，他并没有提到电
视业务。那么，在电视行业，索尼是不是想退出？这一点
值得我们继续关注。

之前，日本芯片巨头尔必达向东京地裁申请破产
保护，日本半导体行业在 80年代占据了绝对的主导地
位，当时的生产流程多为手工作业，到了 80 年代后期，
随着工程自动化技术的广泛投入，一些韩、台半导体企
业便随之迅速崛起。作为日本国内唯一的 DRAM 制造企
业，尔必达一度是日本政府力保的企业代表。尔必达的
落幕显示，在全球电子业洗牌大潮中，仅靠国家保驾护
航并不能确保企业在残酷的竞争中幸存。

夏普也表示，在截至 2012 年 3月 31 日的财年里，
预计净亏损 2900 亿日元 (约合 38 亿美元 )。这是自 1912
年夏普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年度亏损。夏普称，亏损主
要是因为液晶电视价格骤降及经济增速放缓。索尼和
松下则分别预计净亏损达 30 亿美元和 92 亿美元。面
对亏损局面，夏普宣布削减面板产能。而松下计划对外
出售位于东京都港区芝公园的东京总部大楼“东京松
下大厦”。

此外，奥林巴斯的问题，佳能、尼康等影像制造业
也都出现了大幅的业绩下滑，而日系企业在整个行业
的全球竞争力也逐渐衰落，这都是日系制造业面临的
窘境。整个行业的变迁和产业链的悄然改变，对日系企
业带来的震动是巨大的，虽然因为日本地震以及东南
亚的海啸给日系制造业带来一定的客观因素影响，但
整体创新能力以及应对市场新需求的改变方面，日系
企业已经慢了一个节拍。

单纯地从 IT 行业来看，日系手机企业曾经也是一
度辉煌，但近年来的表现却差强人意，在中国市场，日
系手机曾经全面溃败，退出中国市场，虽然近年来又有
重新进入中国市场的打算，但已经错过了最好时机。

苹果、谷歌带来的移动市场新模式改变，把传统的手
机制造业彻底地挤压下去，诺基亚、摩托罗拉等公司的没
落也说明了问题。在苹果 iPhone 和 iPad 一枝独秀的背
后，三星、HTC，包括中国的中兴、华为等都有很明显的市
场竞争力，而日系手机除了索尼苦苦挣扎之外，其他的品
牌基本淡出了一线市场。

而索尼在收购了爱立信在索爱中占据的份额之
后，是不是可以以一种全新的形象参与到市场竞争中，
并获得一定的成效，目前看还比较难，因为市场已经改
变，模式已经不同。索尼移动东山再起的市场压力进一
步陡增。

当苹果带来一种全新的自媒体时代改变的时候，
我们看到了传统移动制造商的地位都发生了根本的变
化，这是一种全新的模式改变，包括谷歌 Android 的参
与竞争，都让传统的移动制造业发生变化，产品背后的
增值业务发展和应用服务的提升成为制造商崛起市场
价值的附加机会，而且这种模式改变带来的潜在价格
已经远远超过了硬件本身。

在这方面，日系手机企业根本没有跟上节奏。这仅
仅是手机行业，在其他的制造业内也是如此。棋慢一步
的背后，就需要步步紧追，追赶的步伐又需要市场的认
可，当市场已经习惯了模式改变和厂商的产品之后，追
赶者的压力无形中增加。

日系制造业的窘境对于我们的制造企业来说有很
大的借鉴意义。那就是在技术研发上不能及时跟进，很
容易被市场淘汰，包括昔日辉煌的柯达没落一样，不能
跟进，就只能被遗忘。

曾经的技术优势在新技术的不断演变中，都已经
成为滞涨的约束。目前，我们的制造业已成为全球制造
的一种象征，但从制造到创造，包括“智”造，这种改变
是必须的。

日本企业已经开始收缩和重组转型，目的也是为
了能够摆脱目前的困境。此外，在技术上进行更多的研
发投入，并形成开放合作的态势。

目前，日本企业仍有核心技术、上游部件的优势，但
是，日本企业不能再单纯地依靠技术优势，正如中国企
业也不能再单纯地依靠劳动力成本优势一样。只有打破
技术的垄断与封锁，以开放、合作的新思维，参与全球化
竞争。这已经成为一种发展趋势，同时也是我们的企业
应该面对的一种状态。否则，如今日本制造业的困境就
是我们制造业将来的发展难题。

我们看到，松下已经开始从偏重现有事业，向能源
新领域转换；从以日本为中心，向彻底的全球化思维转
换；从单一商品销售思维，向解决方案系统思维转换。而
索尼、日立、东芝、夏普等都提高了彩电外包生产的比
例，尽量“轻资产”运营。

改变是为了发展，而顺应市场的改变，也是企业必
须勇于纠错的一种力量。

今非昔比。
曾经于上世纪 90年代风靡全球

的日本汽车，如今在各个汽车细分市
场中几乎很难有明显的竞争优势。

大地震、海啸、日元升值等客观因
素很大程度上直接带来日系车企 2011
年市场占有率的大幅下滑。然而，即便
没有这些外界因素，日系车企就能保
住昔日老大的身份吗？

事实上，早在三年前，本田等日系
车企的市场竞争力就已经开始走弱。

显然，日系车企已经意识到形势
的严峻性。今年 4月 10日，本田在华
发布中期战略，希望通过导入新车
型、新能源技术提升在华销量。而在
本田之前，针对中国市场，丰田、日产
同样发布了重拾市场的战略计划。

集体陷减收困局

销量下降、市场份额下滑，如今
成为日系车企不得不面对的窘状。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 2012 年 1月
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11 年，汽车
产销增幅明显回落，其中德系、美系
仍保持了两位数增长，韩系、法系回
落至 8%，日系仅增长 1.33%；从市
场份额看，德系份额同比提高 1.91
个百分点，日系同比降低 1.13 个百
分点。
同时根据 2011 年 11 月 8 日丰

田、本田、日产等 10家日本汽车制造
公司发布的 2011 财年 (2011 年 4
月—2012年 3月) 业绩显示，10家日
本汽车厂商中，有 6 家陷入减收困
局。

诚然，过去的一年，地震、核危
机、泰国洪水大对日本汽车工业造成
了不小的冲击。

但这些或许仅是表面原因。
高度依赖日本本土的供应链便

被认为是地震后车企陷入停顿的一
个主要原因。

业内人士表示，日本对核心技术
牢牢把持、不肯向海外转移技术，导
致核心零部件企业扎堆日本，一旦日
本本土出现供应链断裂，就会牵连到
整个链条上的企业。
而对中国等重要海外市场的战

略保守则是近年来日系车企市场份
额下滑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最近两三年来，相对于中国市

场的迅速发展，本田的步伐略显迟
缓，在新产品、新技术的投放方面相
对滞后。”本田技研工业株式会社中
国本部长仓石诚司坦承，本田在中国
的发展过于谨慎。

早在去年，本田社长伊东孝绅就
承认，本田过去对中国市场变化反应
过于迟缓，未能认识到中国车市消费
格局发生的变化，消费者倾向经济、
小型、低价的车型，本田却未能及时
作出改变。

丰田同样也因战略失误而错失
了中国汽车市场的大发展机遇，2010
年又遭遇了“召回风波”的打击。彼
时，丰田表示将积极反思，调整战略。

加大战略调整

在 2011 年底举行的东京车展
上，丰田、本田、日产日系三强均表
示，随着国内配套体系的修复完成，
2012年将完全恢复生产能力，并在各
地开始“收复”失地，而中国市场将成
为首先要调整的市场。

丰田、本田年初发布的战略计划
也表明，为打赢翻身仗，日系车企将
更多的希望寄托在了中国市场。
“中国最重要！”丰田章男的高呼

呐喊不仅代表了丰田的态度，同样也
能反映日系车企对中国市场的高度
重视。

2012年 3月 1日，丰田中国启动
“云动”计划，制定了 2012年销量 958
万辆的目标，这一数字比 2011年增
加 21%。

同时丰田发布了代表油电混合
动力技术潮流的“双擎”概念，并计划

节能新能源车型在整体销售中占据
20%的份额。这是丰田入华 13年以
来，第一次专门针对中国发布企业战
略。

加大新能源技术研发与生产力
度的还有本田。
“在电动车方面，我们去年已经

在广州开始验证实验，根据验证实验
结果，今年年底有望在广汽本田投产
电动车。”本田中国本部长仓石诚司
表示。

仓石诚司表示，本田也在筹备混
合动力的国产，将电池等基础零部件
在中国进行采购，从而进一步降低成
本，“下一阶段我们还将向中国投放
适合中大型车的混合动力系统以及
插电式混合动力系统。”

按照计划，到 2015 年，本田
HONDA品牌的在华销量要超过 120

万辆，将比 2011年翻一番。
管理面临挑战

此前公布的 2011至 2012财年业
绩预期显示，日产汽车净利润将会达
到 2900亿日元，略低于 2010至 2011
财年的净利润(3192亿日元)；本田汽车
则从 2010至 2011财年的净利润 5340
亿日元猛降到 2011 至 2012 财年的
2150亿日元；丰田汽车则从 2010至
2011财年的净利润 4082亿日元下降
到 2000亿日元。

从这一组数据可以看出一丝端
倪，在产品、质量日趋同质化的情况
下，日系车企要想重拾昔日的辉煌显
然并不容易。

跟地震带来的短期影响相比，日
元升值对日本汽车产业产生的长期负
面影响不容小视。
“日元升值一元，本田就将损失

150亿日元。”本田汽车相关人士曾经
表示。

据了解，日元汇率大多定在 1美
元兑 80日元的水准，但从去年 6月开
始，日元开始大幅升值，至去年 12月
一度攀升接近 70日元。

而在 2011年 11月 29日，日产汽
车 CEO戈恩就宣称，汽车行业的最大
威胁并非来自于自然灾害，而在于日
元升值对汽车业供应链造成的负面影
响，后者将直接降低车企竞争力。
“有了变革的决心，还要看变革的

力度到底有多大。”对于三大日系车企的
战略转变，有汽车分析人士如此表示。

关于日系车企的深层次问题，首
当其冲的便是多层级带来的决策迟
缓。日系车企在管理上实行的是上传
下达的流程管理，然而这种模式不仅
加大了企业内部的沟通成本，更让企
业在应对危机时显得滞后。

日本汽车业全面减速
本报记者 李志豹

曾几何时，日本制造业代表着品质、时尚和高科
技，但随着中国和韩国制造业的崛起以及产业结构和
技术能力的改变，日本制造业开始全面进入下坡路。无
论汽车、家电还是 IT企业，日本制造的全球竞争力均韶
华已逝，从巅峰开始走向低谷。日本制造究竟怎么了，
为何如此快地陷入困境？要想重拾竞争力，日本制造业
该如何破局？

日本对核心技术
牢牢把持、不肯向海外
转移技术，导致核心零
部件企业扎堆日本，一
旦日本本土出现供应
链断裂，就会牵连到整
个链条上的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