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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许意强

雄心勃勃进军净水市场的九阳股份（002242），恐怕要让投
资者失望了。

继2011年九阳股份旗下的杭州九阳净水净利润亏损高达
1246万元。今年上半年，杭州九阳净水企业所有者权益亏损2500
多万元，超过去年全年亏损额近1倍。同时，九阳股份持股40%的
九阳皮克布朗（北京）净水公司，今年上半年营收仅为37.4万元，
净利润亏损达到128.6万元。

九阳股份证券事务代表邵际生坦言，“今年九阳净水业务应

该还会继续亏损，何时能扭亏增盈不好说”。

自2011年初进军净水行业以来，九阳股份先是斥资2200多
万元收购一家名为海狼星（北京）电器有限公司，后宣称投资1亿
元成立杭州九阳净水，再投资600万元与韩国皮克布朗株式会
社、海狼星电器所有人那勤夫在北京成立九阳皮克布朗净水，却

换来持续两年、数千万元亏损，这一局面令投资者大感意外。

更令人不解的是，一直采取“先有市场后有工厂”低风险运

营策略，并于今年又通过“贴牌生产”进军烟机灶具市场的九阳

股份，为何会在净水行业采取“先工厂后市场”的高风险操作策

略？明明通过收购海狼星电器切入净水行业，为何又“舍近求远”

与韩国皮克布朗及那勤夫成立合资净水公司，九阳股份的这一

布局是否涉嫌转移上市公司利润？为此，《中国企业报》记者展开

了调查。

看不懂的布局路径

那勤夫作为九阳布局净水产业的关键人物，也成为交易中

最大受益者。

作为海狼星电器法人代表，那勤夫于2011年1月18日与九
阳股份签署《合作意向书》。根据九阳股份的公告，将以最高不超

过4000万元收购海狼星所拥有的专利、商标等资产。
九阳股份2011年报显示：公司以1550万元购买那勤夫拥有

的滤罐器、标贴、连接器、过滤器四项专利。同时，还以300万元从
海狼星电器公司手中购买“海狼星”和“冰蓝”两个净水商标。但

未透露对海狼星资产收购的总金额。

在2011年报中，九阳股份表示当年未发生重大收购。但在
《董事会报告》章节又宣称，公司以并购海狼星资产的方式切入

净水领域。

邵际生透露，“对海狼星的收购价格为2200万元左右”。
就在九阳股份宣布收购海狼星的净水商标和那勤夫个人

持有的净水专利后，3月22日公司再发公告，出资600万元与韩国
Picogram Co.,Ltd（中译名为皮克布朗株式会社，出资600万元，其
中330万元为技术出资）、凯珀国际有限公司（法人代表那勤夫，
出资300万元）成立北京九阳皮克布朗净水公司。

通过香港特别行政区公司注册处查询发现，凯珀国际于

2011年3月3日成立，注册资本1万港元，为那勤夫全资所有。
明明已成立控股净水公司，并购斥资2200多万元完成从技

术专利到品牌商标的收购，九阳股份为何又要斥资与被并购对

象成立合资公司？这其中到底隐藏着哪些玄机?
邵际生解释称，“因为杭州九阳主要是净水销售公司，北京

九阳皮克布朗则是核心部件和产品制造公司，九阳皮克布朗就

是九阳净水的上游供应商。当初之所以要先收购海狼星，因为它

是皮克布朗在中国的唯一授权商。在收购完成之后，尽管拥有了

那勤夫个人持有的净水专利，也获得韩国方面的唯一授权。但一

些核心部件和设备还需要从韩国进口，关税较高。”

邵际生透露，由于海狼星电器就是一个贸易公司，其拥有

的国美、苏宁等销售渠道与九阳现有渠道也是重合的。因此在收

购后，公司一方面通过渠道扩展两条腿走路，在3C渠道之外拓
展家装、建材等新渠道，同时还逐步停用海狼星品牌，全面主打

九阳和冰蓝品牌。

曲线布局的商业困境

急于布局净水业务的九阳股份，很可能遭遇“买椟还珠”的

陷阱。

那勤夫所拥有的海狼星电器只是韩国皮克布朗在中国的

贸易商，一心要做大净水业务并不缺钱的九阳股份，为何还要大

费周折“借道”那勤夫的海狼星电器，与韩国皮克布朗展开三方

合作，而不是直接与韩国方面展开直接的战略合作?
有净水行业人士向《中国企业报》记者确认，“在韩国，清湖

和熊津两大企业已经占据家用净水90%的市场份额。韩国皮克
布朗创始人崔奭林1993年在熊津技术研发部门任职，于2000成
立这家公司，目前在韩国只生产滤芯、并不生产净水产品”。

邵际生也透露，“2011年因为合资公司没有成立，公司直接
从韩国皮克布朗公司进口滤芯等核心部件，关税太高”。九阳股

份2011年报显示，当年公司支付给韩国皮克布朗的原材料预付
款为285.3万元，位列预付款项前5名。

既然已经购买海狼星的专利和商标，为何九阳股份还要从

韩国皮克布朗购买滤芯等部件？既然可以直接与韩国方面进行

采购合作，九阳股份在北京成立的合资公司又要拉上那勤夫持

股20%，并担当公司法人代表？
“那勤夫就是九阳与韩国皮克布朗合作的一个关键纽带”，

邵际生透露，“三方对合资公司的利润有明显的约定，接下来随

着杭州九阳净水市场业务的逐步做大，北京公司的亏损也会扭

转”。这意味着，那勤夫今后将“坐享其成”。

家电资深观察家洪仕斌分析，“以九阳的资本实力和品牌实

力，完全可以与韩国皮克布朗直接合作，甚至收购对方的股份，

现在却被那勤夫牵着鼻子走，还连续两年大额亏损”。

九阳股份300万元买的海狼星商标被弃用，1500万元收购
的个人专利技术却未能全面切入净水行业关键领域，最终还要

通过合资的方式从上游供应商手中购买净水设备所需要的部

件,如此大费周折却仍未跻身国内净水行业主流市场。
九阳在与那勤夫的一系列交易中，到底还隐藏着那些不为

人知的秘密？《中国企业报》记者还将跟踪报道。

海尔空调以智能引领消费升级

出口免验加速空调业海外逆涨

净水业务全线亏损
九阳股份谍影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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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定频空调到变频空调，从功能

型空调到物联网空调、智能空调，从

低成本制造追求规模化扩张到掌握

消费趋势定义权谋求利润规模双增

长……

进入 2013冷年以来，中国空调产
业的升级换代速度明显加快，并呈现

出“消费体验升级引领技术创新方

向”的全新发展势头。

日前，海尔“语音遥控器”首次亮

相第 112 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
通过“语音遥控器”动动嘴就可以完

成对空调运行的便捷控制，迅速引发

全球家电客商的关注，也拉开空调消

费需求在智能化时代“舒适体验为

王”的发展新序幕。

家电资深观察家洪仕斌指出，

“在海尔语音智能遥控器问世的背

后，应该是整个中国空调业智能化发

展步伐的加速以及智能化时代海尔

开始着手对全球空调产业商业坐标

和商业规则进行改写。这将有助于中

国空调产业在全球市场的创新崛

起”。

消费升级 全面加速

技术创新往往都是源于生活需

求，最终又因为高于需求、贴近生活、

改变生活，从而实现对消费趋势的引

领。纵观最近 30年来中国空调市场
消费趋势的变化轨迹也可以看出，

“消费者只是需求的提出者，而真正

引领消费升级方向的则是拥有技术

创新实力的企业”。

此次，海尔空调选择在被誉为

“中国外贸经济风向标”的广交会上

发布全球首个语音智能遥控器，正是

要借助这一平台的力量实现对全球

空调消费需求和升级潮流的引领。

鲜为人知的是，海尔的“语音遥

控器”问世正是来自消费者提出需求

的科技创新成果。《中国企业报》记者

在采访中了解到，在此前海尔新浪微

博上举办的“中国好创意”家电大征集

活动中，就有不少网友提出“能否改变

用手控制空调”的传统操作习惯。

就在今年的广交会上，一个黑色

的神秘圆盘出现在海尔空调旁边。不

少来自全球的家电客商发现，“只要

对着这个黑色圆盘说句话，面前的空

调就乖乖地按照指令运行，说冷了就

会制热，说热了还会制冷，嫌风大了

还可以调节风速”。这就是海尔在智

能化时代对于空调传统操作习惯的

消费升级创新成果———语音遥控器。

“比如，躺在客厅沙发上看电视，

感觉很热，只要对着放在不远处的语

音遥控器进行语音唤醒并说出‘制

冷’或是‘太热了’等命令词，空调就

会自动调低 1度，省去起身拿空调遥
控器再按键的程序。”海尔空调研发

人员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这种语

音遥控不需要网络连接，也不是只针

对物联网空调，可以与海尔当前销售

的所有空调进行无缝的智能化语音

控制对接。

随着海尔“语音遥控器”的问世，

也再度激发了人们对于空调智能化

控制的需求联想。有消费者就提出，

“希望家电越来越智能，直接通过人

脑进行互动，真正过上随心所欲的自

由生活”。对此，海尔空调技术人员表

示，“今年海尔已经推出智能手机控

制的智能空调，随着科技创新步伐的

加快，人脑控制家电并非没有可能”。

海尔创新 全球崛起

在曾经让中国家电企业“抬不起

头”的自主创新能力上，如今却成为

中国家电巨头们“引领市场消费升

级、推动产品结构转型”的最大动力。

从 2010 年推出全球首台物联网
空调，到今年发布“0.1 赫兹—150 赫
兹”超宽频技术等一系列颠覆性的变

频技术以及推出可以对空调进行智

能化控制的语音遥控器等科技新品，

作为中国空调行业发展趋势领导者

的海尔，开始让全球越来越关注来自

中国家电企业“创新实力”，也完成了

对中国创新形象的塑造。

业内人士指出，近年来在海尔等

行业巨头推动下，创新步伐一直缓慢

的中国空调行业消费升级陡然加速，

从定频到变频的制冷技术升级，到从

物联网空调到智能空调的控制技术

升级，逐步形成了两个维度的创新体

系布局。

从 20 多年前进军空调业以来，
海尔就确立了“技术创新引领消费升

级”发展目标。从 1998年凭借变频一
拖多技术摘得国家科技进步奖、2002
年推出首台氧吧空调开启行业健康

化序幕、2003年推出无氟直流变频空
调实现首次对欧洲出口开启行业高

能效化序幕，2010年推出全球首台物
联网空调、2011年推出全球第三代变
频技术———宽带无氟变频技术，海尔

在完成对空调业健康化、节能化、智

能化消费趋势引领的同时，还“以第

三代变频技术”实现对全球变频升级

方向的引领，以“物联网、智能”实现

对全球智能化发展的立体布局。

洪仕斌指出，“随着科技创新驱

动下的智能化消费浪潮全面到来，全

球空调产业也将迎来新一轮的洗牌，

此前由日韩企业主导的产业发展趋

势将迎来中国企业时代。在这一过程

中，海尔立于足 20多年的专业持续
创新，有望担当起全球空调产业竞争

规则制定者的重任”。

尽管在刚闭幕的 112 届中国进
出商品交易会上，家电企业出口形势

依然严峻，但这并未阻碍国内家电企

业拓展海外市场的热情。

10月 23日，国家质检总局在广
东向志高空调有限公司颁出空调行业

首个“全系列分体空调出口免验”证

书，这是继 2009年志高获得分体壁挂
式空调出口免验资格以来，再度实现

在全系列分体空调产品质量上的新突

破，也成为行业唯一一家摘得此荣誉

的企业，显示出志高在海外市场拓展

和产品质量管控上的领军实力。

《中国企业报》记者获悉，当前国

内空调行业获得“国家出口免验”资格

的企业仅志高、格力、奥克斯三家。除

志高是全系列分体空调免验外，格力

为窗机和分体壁挂式，奥克斯为分体

壁挂式，获得免验资格。

出口免验是国家赋予出口企业的

最高荣誉。获得这一资质的企业，在进

行海外出口时可以获得“直接通关放

行、免交检验费”等待遇，既节省成本

也提高出口效率。来自国家海关的数

据显示：今年 8月，分体式空调出口量
比重最高、达到 50%以上，其余为窗
机、移动式空调。其中，分体式空调占

据志高的出口比重达到 85%以上。
全系列分体空调免验资格的获

得，对于志高空调来说，无疑将进一

步推动企业在海外市场拓展的速度。

《中国企业报》记者获悉，近年来志高

空调出口销量一直稳居行业前三。

2012 年在行业普遍增长出现严重下
滑的情况下，志高出口每月均保持双

位数的增长，其中，在亚洲市场、非洲

市场表现尤为精彩，增长率分别达到

30.4%、284.6%。
志高董事长郑祖义则表示，“这

是国家对志高产品质量的充分信任

和高度肯定，证明了志高的质量管控

实力在 19年以来得到稳步提升”。
由于国家出口免验相当于以“中

国国家”的整体信誉为企业产品质量

提供担保，自这一制度推行 20 多年
以来，国家对于“出口免验”资格的考

核相当严格。《中国企业报》记者了解

到，申请免验的出口商品质量长期稳

定，在国际市场上有良好的质量信

誉，同时还需要拥有自己的出口品

牌，并在相关国家和地区中，产品档

次和质量处在领先地位。更为重要的

是，企业还需要具备完善的产品质量

保障能力和检测能力。

目前，包括海尔洗衣机、冰箱，美

的微波炉、电风扇、美菱冰箱以及康

佳电视等行业数一数二的企业，均获

得“国家出口免验”资格。行业分析人

士指出，通过免验有利于企业提高知

名度，增强客户信心，打造民族品牌 ,
加快我国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

国”和“品牌大国”的发展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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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联合国唯一节能冰箱大奖到

国际节能环保协会唯一推荐产品，短

短数年之间先后摘得全球冰箱领域

最高节能荣誉，这绝非“浪得虚名”，

考验的正是企业的科技创新真功。

当前，随着家电市场竞争步入“后

黄金周时代”，消费需求锐减、促销活动

结束、市场销售步入淡季，整个行业竞

争重点再度从“营销驱动”回归到“科技

创新驱动”，这也让企业之间的竞争重

点转向“面对面、硬碰硬”的产品力上。

与此同时，以国家“节能惠民”新

政为起点，让容声冰箱在今年“黄金

周期间”市场销售中，取得主流品牌

增幅第一的佳绩，又迅速在“后黄金

周时代”再度以“节能领导者”行业地

位掀起新一轮的节能普及风暴。

容声冰箱市场部负责人宋红燕表

示，“30多年的专业制冷经验，成功推
动容声在国内冰箱市场从一步领先到

持续领跑的跨越。同时，立足自身的节

能技术优势，也让容声冰箱成功踏上

国家力推节能升级的主浪潮，最终实

现国家政策东风、消费动态需求与企

业战略布局的三方力量合一”。

唯一推荐节能领导者

自去年下半年以来，国内冰箱市

场与其它家电产业一起，遭遇前所未

有的“持续寒冬”考验。业内人士指

出，“前几年持续不断的国家政策，提

前释放了一部分市场需求，也引发了

企业在产能规模上的持续投资热潮，

一旦遭遇外部经济疲软、需求下滑，

整个行业就出现‘开倒车’情况。这正

是源自于大部分企业还停留于大规

模制造驱动，忽视对科技创新和产品

力的建设”。

作为一家见证了中国冰箱产业

30年的发展沉浮的老牌领军企业，容
声冰箱在今年以来行业整体下滑背

景下却实现“稳步增长”，从而实现了

在市场上的“逆势增长”。来自国内第

三方权威监测机构中怡康的统计数

据显示：“容声冰箱在行业整体规模

下滑 14%的背景下，不仅全线产品保
持着与去年相当的增长速度，还全面

跻身行业前两强，上演了一出‘王者

归来’的经典大戏”。

就在今年“十一”黄金周 8天，容
声冰箱继续保持着这一领先优势：全

线冰箱销量同比增长 55%，节能冰箱
销量同比增长 163%，双双取得行业
增速最快的好成绩。

显然，容声冰箱已经在企业内部

成功构建“技术创新领先”到“节能优

势领先”、“市场增长领先”、“行业地

位领跑”等一系列战略布局。其中，

“国际节能环保协会唯一推荐节能冰

箱产品”便是最好的例证。

作为国际节能环保协会目前在

全球范围内唯一授予的“节能冰箱”

推荐产品，在该协会秘书长李军洋看

来，“容声冰箱正是协会一直在寻找

的节能标杆企业。通过授权容声作为

节能冰箱唯一推荐产品，希望能够从

节能技术创新、节能环保理念、节能

低碳生活等多个角度，以协会和企业

双方的力量共同推动节能意识的大

众化普及进程”。

容声冰箱在节能技术上的创新

能力并非“一蹴而就”。《中国企业报》

记者获悉，早在多年前容声冰箱便成

为中国首个摘得“联合国节能冰箱大

奖”的企业。这意味着，在国家“节能

减排”战略的持续推动下，容声冰箱

在节能技术上的创新也保持着“与时

俱进”速度，最终在时隔多年之后继

续保持着这种优势。

30年专注炼就科技真功
作为中国冰箱行业的标杆企业，

容声一直是全球冰箱节能技术的领

跑者和节能纪录的创造者。早在 2001
年推出我国冰箱行业日耗电量最低

仅 0.48度的超级节能冰箱以来，经过
10多年来的持续创新和升级，冰箱日
耗电量从 0.35 度、0.33 度、0.28 度、
0.25度，到 0.22度一路下探，不断探

底“全球节能冰箱技术极限”。

容声冰箱已经连续七次刷新由

自己创造的全球日耗电量最低的世

界纪录，这也全面奠定了容声在全球

冰箱行业的节能领导者地位。宋红燕

告诉记者，“不只是在节能技术上，目

前容声冰箱在代表行业未来发展趋

势的保鲜、节能等技术创新上，均完

成了立体化的战略布局，掌握了主导

产业未来发展趋势和市场竞争格局

的定义权和定价权”。

目前，包括国家发明专利“分立

多循环技术”以及七彩光合养鲜技

术、双制冷双循环技术、Vc养鲜魔宝
等一系列保鲜技术的推出，让容声不

仅站在全球冰箱节能技术的最高峰，

还实现在冰箱“原生态养鲜”技术上

的实力称雄。

在全球家电市场呈现“中高端和

低端”两极分化、中高端需求持续走

强的背景下，容声冰箱立足技术创新

基因的优势力量，推出的高端子品牌

艾弗尔上市以来便成功推动企业在

高端市场的战略布局。

今年，容声联手全球顶级工业设

计机构德国 Designit 设计公司全力
打造的艾弗尔域代系列高端产品在
投放市场后，迅速引领了高端冰箱

的结构性升级，也进一步彰显容声

冰箱所倡导的“原汁原味原生态”生

活理念。

容声冰箱：科技真功夫领跑节能

参展客商及网友对海尔推出的语音遥控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本报记者 许意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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