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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了一笔买黄金的钱，却买回来一堆铁。
对于在 2011年 10月正式完成对中国小家电企业———奔

腾电器（上海）有限公司全资收购的荷兰皇家飞利浦公司来
说，当前无疑身陷“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的困局之中。因
此，这项被指“买椟还珠”交易，让拥有百年历史的飞利浦在
进入中国多年后遭遇“马失前蹄”。

日前，有知情人士向《中国企业报》记者透露，“去年在收
购奔腾电器这件事情上，飞利浦提前掉进一个被精心设计好
的并购陷阱之中，花 20 多亿元买回来一堆不值钱的东西：品
牌所有权和厂房土地所有权等核心资产都没有，就是一个生
产工厂、一堆生产设备，还有一个随时都会飞掉的运营团队
以及完全不属于自己的营销网络”。

从去年 7月 11日宣布收购奔腾电器，并于去年 10月 19
日正在完成收购交割，作为一家在欧洲和美国的公众上市公
司，飞利浦方面至今未公布对奔腾电器的具体收购价格和收
购内容。在这背后，到底隐藏着哪些不可告人的秘密，飞利浦
对奔腾电器的并购又遭遇哪些不为人知的陷阱？《中国企业
报》记者展开了一番调查。

飞利浦秘密收购

飞利浦年报显示：公司 2011年收购的净现金影响总计
为 5.52亿欧元，主要包括与中国奔腾、印度 Preethi和 Sectra
相关的收购。当年，飞利浦经营活动的现金流仅为 8.36亿欧
元，比 2010年下降 12.85亿欧元。

这意味着，飞利浦在 2011年拿出 66%的现金流用于资
本并购。尽管没有对外公布对奔腾电器的收购价格，不过飞
利浦还是在 2011年年报中对这桩收购交易估算出价值 1.02
欧元的商誉以及带来价值 1.38亿欧元的无形资产。

在没有公布收购价格和内容的前提下，飞利浦却公布并购
带来的无形资产和商誉，在这背后到底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目
的？日前，《中国企业报》记者通过电邮采访荷兰飞利浦总部投
资者关系部，来自该部门的 Andre在回复邮件时称，“我们的确
是一家公众公司，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披露所有收购事项的
详细信息。在特定的情况下，考虑并购方的详细程度，我们决定
不公布飞利浦对于奔腾电器的购买价格和内容等信息”。

接近这项交易的知情人士则向《中国企业报》记者透露，
“关于这项交易，刘老板（指奔腾电器创始人刘建国）卖了 20
多亿元。虽然很多人认为刘老板开给飞利浦的价格过高，但
是飞利浦还是接受这个价格”。
据多方查证，《中国企业报》记者了解到，在这项涉及高达 20

多亿元的并购交易中，飞利浦获得的只有原奔腾电器旗下的厨房
电器业务，包括电饭煲、电压力锅、电磁炉、电水壶主要四项小家
电产品的生产厂房、设备以及相应的生产、研发和市场营销团队。

在最核心的生产厂房土地所有权、奔腾品牌的所有权
上，土地所有权仍归刘建国旗下的奔腾企业集团所有，飞利
浦与刘建国只有租客与房东的关系。在被飞利浦预估收购奔
腾电器带来高达 1.38欧元无形资产品牌上，飞利浦与刘建国
旗下的奔腾电工、奔腾企业集团共享这一品牌。

随后，《中国企业报》记者通过国家商标局查询后发现，
飞利浦通过许可合同备案的方式，获得奔腾在第 7 类、第 11
类两项的商标所有权，只能用于电热壶、面包机、豆浆机、厨
房油烟机等产品上。上海奔腾电工和上海奔腾企业集团则分
别在第 8类、9类，第 3 类、5类、10类、14类、16类、18 类、24
类、25类、26类、28类拥有奔腾品牌所有权，几乎涵盖从剃须
刀、电熨斗、服装、医药、卫生纸、牙膏香皂、医疗器械等多个
产品领域，基本上形成对飞利浦持有奔腾商标的立体包围。

一位来自奔腾企业集团的消息人士向《中国企业报》记
者透露，“实际上，奔腾品牌也不完全属于飞利浦，只是刘建
国授权飞利浦在厨房电器领域使用。所以，飞利浦收购奔腾
电器一年来，并没有真正主推过奔腾厨电，而只是将其作为
在中国内地的一个 OEM代工厂”。

随后，记者就这一消息向飞利浦投资者关系部求证，An原
dre回复称，“你可以想象，但我们不能评价。因为我们已经决
定不公开这项并购交易的内容。所以我们会坚持”。

奔腾电器泥潭

为何飞利浦方面急于在 2011年斥资 20多亿元完成对奔
腾电器厨电业务的并购？在上述知情人士看来，“这完全是飞
利浦中国被总部的战略赶着鸭子上架。看到近年来中国厨电
小家电市场的井喷式发展，但飞利浦的小家电产品一直停留
在个人护理领域，要急于扩大品类只能通过资本并购来实
现”。
“美的、格兰仕、苏泊尔这些小家电巨头，飞利浦想收购，他

们也肯定不会卖。只有像奔腾这样的二线小家电企业，才是飞
利浦最合适的收购对象。一方面收购价格不会太高，另一方面
与飞利浦现有的品类形成互补。”浙江万里学院客座教授冯洪
江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当前中国小家电产业的格局，让飞
利浦只能通过收购奔腾来委曲求全，这是一桩不好也不坏的交
易。

早在 2011 年，飞利浦就将厨房电器业务的全球领导团
队迁至上海。对于这项并购交易，飞利浦大中华区董事长、执
行副总裁孔祥辉曾向媒体表示，“通过收购奔腾，飞利浦正在
大力拓宽在中国的产品线，同时提高了其在全球厨房电器市
场引领创新的实力”。

目前，在飞利浦全面入主奔腾电器厨电业务一年来，奔腾
除发展原来的四大类厨电产品之外，还进入豆浆机、电蒸锅、煮
蛋器、炒锅等新品类。不过。来自奔腾电器的内部工人透露，“目
前，奔腾上海工厂就生产原来的四大类产品，优先保证对飞利
浦的贴牌供应。其它小家电品类都是在广东 OEM贴牌生产的”。
在冯洪江看来，“奔腾电器在上述四大类厨电产品，原本就

属于二线品牌，飞利浦此前根本就没有涉及厨电领域的经验，
显然很难让这项交易达到预期。同时，奔腾品牌的多家企业共
享，仅在小家电领域就有飞利浦与奔腾电工两家企业，一旦奔
腾电工发生产品质量问题，很容易将品牌影响传导给飞利浦
旗下的奔腾厨房电器，这无疑是此次并购埋下的最大隐患”。

上述来自奔腾电器的消息人士也透露，“此前，曾经为飞
利浦所看中的奔腾电器全国销售网络，实际上大部分都是刘
老板在各地注册的销售公司，与奔腾电器只有商业合作关
系，没有资本关系。目前，这些销售网络并不为飞利浦所有”。

本报记者 文剑

飞利浦身陷
奔腾电器并购泥潭

大而不强的中国空调产业现状，
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日前，海尔空调面向全球发布一
系列颠覆性产品：完成对变频技术极
限的探底，通过“最低 0.1 赫兹、最高
150赫兹”宽带无氟变频技术，实现
“最低功率 20 瓦、省电 60.5%、18分
贝、1分钟速冷、3分钟速热”极限效
果，最终将技术创新带来的产品功能
创新发挥到极致。《中国企业报》记者
获悉，海尔不仅再度刷新了全球变频
技术的新纪录，还创造了全球变频技
术的新巅峰，被誉为开创全球空调业
“空前绝后”的创举。

14年前，海尔空调已经成为中国
空调业唯一凭借“变频技术”摘得国
家科技进步奖的企业，直到 14 年后
的 2012年，中国空调业才出现第二
家以“变频技术”摘得国家科技进步
奖的企业。而也就在这一年，海尔再
度凭借“以开放式研发平台为核心建
设的创新体系”二度摘得国家科技进
步奖，并连续两年摘得“无氟变频空
调”冠军、一举在 2012冷年摘得中国
节能变频空调冠军，快速完成由核心
技术称霸向产品、市场等综合实力称
霸的传递。这不仅证明了海尔无可比
拟的领先创新实力，也说明由其带领
的中国变频空调军团已经实现了从
“一枝独秀”到“百花齐放”的重要转
变。

14年轮回：
不一样的创新基因

中国空调产业的发展史，就是一
部从模仿借鉴到自主创新的创新史。
从 1985 年推出国内首台分体式空
调、1993 年推出中国首台变频空调，
1995年推出中国首台变频一拖多空
调，1998年推出中国第一台直流变频
空调……海尔从一开始就确定了“高
起点、高标准”发展基因。

从自主创新出发进军空调业的
海尔，在进入变频空调行业短短 5年
间便成功以自主创造的“变频技术”
摘得 1998年的国家科技进步奖。《中
国企业报》记者看到，在海尔空调凭
借“变频技术”摘得中国空调业首个
国家科技进步奖此后的十多年间，空
调业再也没有出现获得国家科技进
步奖的企业。

与此同时，在这短短十多年时间
内，中国空调产业掀起一场“翻天覆
地”的变化：行业洗牌与新陈代谢双
重驱动下一大批老牌空调企业被淘
汰出局、中国空调制造规模开始占据
全球八成左右的市场供给，强者恒强
下以海尔为代表的行业三大巨头占
据 50%以上市场份额。

直到 2012年，空调业另一企业
格力才凭借“变频技术”摘得国家科
技进步奖。与此同时，海尔再度凭借
“开放式创新体系”在国家科技进步
奖上“梅开二度”。这不仅标志着在经
过 14年多的发展沉淀后，海尔在空
调及整个家电业的技术创新实力得
到了跨越式发展，也证明其已经完成
从“单一技术创新平台”向“综合性技
术创新平台”完美跨越。

在资深家电观察家洪仕斌看来，
“从 14 年前海尔以变频技术摘得国
家科技创新领域的最高荣誉，到今年
格力再度凭借变频技术摘得这一奖
项，显示出变频技术的复杂性和重要

性。同时也显示出海尔在变频技术上
的领先性，较格力等国内同行相比以
领先 14年的优势领跑。间隔了 14年
的变频技术创新，显然前者的技术含
金量更重，战略意义更多”。

今年，随着海尔以开放性技术创
新平台摘得国家科技进步奖，海尔空
调还在逐步将这种优势进一步放大。
“从单一技术创新成果获奖，到开放
性技术创新平台获奖，实际上就是海
尔完成了从一招制胜向招招领跑的
战略升级。今后很长一段时间，海尔
空调在变频为代表的未来型技术创
新上，已经难以找到对手。”安徽工业
大学市场营销系主任李德俊教授认
为，如果说竞争对手还停留在一个人
的创新驱动，那么目前海尔已经建立
一个集团军的驱动体系，这就是创新
抢跑带来的竞争差距。

20年创新：
破陈规的空调升级

对于从模仿借鉴起步的中国空
调产业来说，如果遵循“先完全模仿，
再逐步借鉴，才自主创新”的发展路
径，显然在短短 30年时间内，难以推
动海尔等行业巨头快速建立起与外
资巨头同台较量的实力和底气。

事实上，在短短十多年时间里，
海尔就凭借自主创新开始引领中国
空调产业的发展方向，并逐步将这种
竞争优势从中国向全球市场进行复
制、扩张。2002年，中国首台氧吧空调
在海尔问世，这标志着中国空调业的
健康化发展大幕全面拉开，并由此开
启一场今后持续发展了十多年的空
调健康化浪潮。此后几年间，海尔先
后推出 R410A无氟直流变频空调、高
效氧吧变频王直流空调、全球首台直
流高能效双新风变频空调、创下了超
高能效比 SEER6.91的无氟变频空调
等一系列变频化、健康化、高能效化
产品，在海尔坚持不懈地技术创新驱
动下迅速面世。

2011 年，全球第三代变频技
术———宽带无氟变频技术在海尔诞
生，这也是海尔完全拥有自主知识产
权的技术创新成果。随着企业在国内

市场上的技术创新得到完善和夯实，
海尔开始整合其在欧、亚、美、澳、中
等全球研发总部的领先资源优势实
现向全球输出领先变频技术的目标，
而这也标志着海尔空调在全球化品
牌战略阶段从产品、品牌实现走上去
之后，开始实施核心技术研发中心的
走上去，从而完成海尔整合全球技术
创新资源打造变频技术巅峰的序幕。

从 1993年推出中国首台变频空
调，到 2012年探底全球变频技术极
限，推出“0.1 赫兹至 150 赫兹”等一
系列颠覆性变频空调，在近 20年间
海尔空调不仅实现了变频核心技术
的国产化、自主知识产权化，还全面
加快中国乃至全球空调产业技术创
新的步伐和速度。

在李德俊看来，“纵观海尔空调
近 20年的技术创新路，特别是在变
频空调上的创新，不只是一门心思埋
头做技术，还积极面向用户需求和市
场变化、整合全球化资源进行的开放
式创新。这就意味着，在核心技术创
新与用户使用体验之间，海尔已经开
始建立起一条无缝对接的技术创新
体系，实现从技术领先到市场领先的
快速传导，也完成了传统空调商业模
式创新”。

中国家电协会副理事长王雷也
认为，“近年来，中国企业的技术创新
水平和实力显著提升，丝毫不弱于外
资企业。特别是我今年前往德国柏林
参加 IFA展时，看到欧美日韩与中国
企业同台亮相、同台竞技，这让我更
加相信，中国家电企业在一些产品核
心技术创新上，已经处在国际顶尖水
平上”。

显然，海尔空调在变频技术上的
自主创新和积极探索，也让中国空调
业首次站上了全球技术创新的最高
峰。

海尔智慧：
站在天花板上跳舞

产能规模已经做到全球最大的
中国空调业，在“十二五”期间升级转
型的主要任务，就是要从规模最大向
实力最强跨越。除了国家通过节能惠

民等政策层面的积极引导和扶持外，
最关键的还有赖于空调领军企业的
标杆作用。

自 2011年底以来，在全球经济
动荡不安、国内政策退出、消费需求
萎缩等一系列阻力下，不少空调企业
在发展过程中频频遭遇发展“天花
板”。如何在空调产业的发展道路上
通过技术创新不断突破产业天花板，
已成为一道公共命题。

最近三年来，国家政策两度聚焦
空调行业，面向节能空调推广普及实
施“节能惠民”政策。今年，国家政策
又将节能补贴范围从定频向变频覆
盖，这意味着空调产业的节能升级已
经迫在眉睫。变频技术作为空调能效
持续提升的唯一解决手段，已经成为
中外空调巨头齐推的主导趋势。

日前，海尔空调宣布全面启动
“2013冷年绿色节能计划”，即全面停
产 3级能效产品，转而生产 1、2级能
效的节能空调。这是当前空调行业首
个承诺 100%节能的空调企业，也在
2013冷年拉开中国空调业持续节能
化的序幕。

王雷指出，“淘汰低能效产品对
每个家电厂家来说都是一次考验，这
等于放弃许多可以盈利的机会。但如
果企业不创新，就不会有发展前途。
海尔空调的承诺，体现出一个民族企
业、国际化品牌的社会责任感”。

海尔空调的承诺源于自信，而自
信的背后正是企业的综合实力体现。
正是基于“中国智慧”价值观和“全球
化品牌”战略支持下的整合全球资源
的持续创造。特别是通过整合全球资
源，加速海尔空调在技术创新和市场
竞争中的全面崛起，完成了从以“企
业自身资源创造国际品牌”向“将全
球资源为我所用创造本土化主流品
牌”的战略性跨越，也在以“海尔智
慧”的新方式开始重新定义全球空调
产业的行业门槛和商业规则。

显然，对于一直习惯于在天花板
上跳舞的海尔空调来说，空调产业的
天花板不是压力而是平台，不是阻力
而是动力，在完全对全球空调业的技
术称霸同时，也完成对中国空调产业
从规模为主向技术称霸的时代跨越。

海尔引领中国空调业
站上全球技术巅峰

本报记者 许意强

本报记者 许意强

电饭煲产地造假：飞利浦公然欺骗消费者？

一款明明在上海贴牌生产的电
饭煲，卖给消费者时却标称在珠海
自有工厂生产，如此公开造假欺骗
消费者的行为，就发生在国际品牌
飞利浦身上。

日前，有消费者向《中国企业
报》记者投诉称，“家里刚买的一台
型号为HD3035的飞利浦电饭煲，标
注的生产工厂是飞利浦珠海工厂，但
据我在上海奔腾电器上班的朋友说，
飞利浦的电饭煲都是由奔腾电器上
海工厂OEM贴牌代工的，大品牌还公
然产地造假，这让我非常气愤”。

那么，飞利浦的电饭煲到底是不
是OEM贴牌生产的？如果是由上海奔

腾电器代工的，为何生产工厂没有标
明上海，而是珠海？带着这些问题，
《中国企业报》记者致电飞利浦官方
服务热线，一位工作人员在电话中明
确表示，“HD3035这款电饭煲产地在
广东珠海，飞利浦小家电产品从未在
外地进行过贴牌生产，你完全可以放
心使用”。

随后，《中国企业报》记者又联系
上海奔腾厨房电器，一位工作人员在
听完记者的提问后明确表示，“我们
跟飞利浦不是一家，飞利浦在上海有
自己的工厂”。随后，该工作人员建议
联系飞利浦，就能知道生产厂地。

记者从奔腾电器（上海）有限公
司获得的内部资料发现，飞利浦
HD3035这款电饭煲，正是由奔腾电

器贴牌代工生产，直接由飞利浦业务
中心下单。作为飞利浦于2011年全资
收购的子公司，奔腾电器上海公司除
生产自有奔腾品牌的电饭煲、电磁炉
等产品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职能就
是为飞利浦贴牌生产电饭煲、电水
壶、电磁炉、电压力锅四大类产品。

有奔腾电器上海工厂一线员工
也向《中国企业报》记者透露，“目前，
工厂生产计划都要求先确保飞利浦
的订单。不过由于来自飞利浦的订单
并不大，但型号却又多，经常要转
产，生产效率不高”。

一位小家电业内人士告诉《中
国企业报》记者，“飞利浦在珠海的
确有工厂，不过那里从来没有生产
过电饭煲，也根本没有电饭煲生产

工厂。如果飞利浦在珠海有饭煲等
厨电生产工厂，就不可能花 20亿元
去舍近求远收购奔腾电器”。

我国《产品质量法》第二十七条、
第三十条明确规定，“产品或者其包
装上的标识必须真实”、“生产者不
得伪造产地，不得伪造或者冒用他
人的厂名、厂址”。否则，国家质量监
督检验部门可以对其“责令改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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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的罚款；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
法所得；情节严重的，吊销营业执
照”等处罚。

目前，飞利浦方面尚未就“上海
贴牌生产却声称产地珠海”一事给
出解释。

市场

在海尔探底变频空调极限，创造“最低 0.1赫兹、最低功率 20瓦、省电
60.5%”一系列技术创新成果背后，不仅成功实现中国企业站上全球变频技术
的巅峰，还完成中国家电业在全球从“规模称雄”向“技术称王”的跨越。

0.1赫兹—150赫兹宽带无氟变频空调成为海尔 2013冷年主推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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