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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阳股份（002242）多元化成败在净水业务，而净水成败，
却在那勤夫。

日前，随着九阳股份大手笔投资的净水业务遭遇持续巨

亏困局露出冰山一角，隐藏在这家“豆浆机单打冠军”背后的

“专业化天花板、多元化败局”业绩地雷也被引爆。

今年前三季度，九阳总营收为 36.77亿、营业利润为 5.57
亿元，同比下降 8.2%、10.66%。其中，主打豆浆机营收在今年
上半年就出现同比 19.11%下跌。受制市场需求整体低迷冲击，
截至今年 9月底公司应收账款同比大涨 149.97%、达到 1.09
亿元。同一时期公司现金流净额仅为 1.89亿元。

第三方机构中怡康监测数据显示：在今年前 8个月豆浆
机市场零售量、零售额分别出现 28%、23.8%大幅度下跌背景
下，预计 2013年豆浆机还将出现 12.5%、9.5%的下跌。这意味
着，九阳必须要加快摆脱对豆浆机依赖、谋求在小家电、厨电、

净水等领域的扩张步伐，但九阳已经身陷多元化泥潭。

净水业务劫

进入净水行业不足两年，九阳股份为此付出的代价却是亏

损数千万元。曾经被视为九阳进入净水行业最富突破的海狼

星公司及其所有人那勤夫，却成为最大受益者。

在 2011年初，九阳以 2000多万元价格收购那勤夫个人净
水专利及那勤夫控制的北京海狼星电器 2个商标后，又投资
1000万元在杭州注册成立净水公司。当年 3月，九阳与那勤
夫、韩国皮克布朗株式会社在北京成立九阳皮克布朗净水合

资公司。当年 8月，九阳又将其全部持有的杭州净水公司中
132.5万元股权平价转让给那勤夫。
通过这一系列收购、合资、股份转让，那勤夫从九阳的并购

对象成为合伙人和子公司股东。《中国企业报》记者在调查中

发现，九阳在对那勤夫展开的收购过程中，并没有收购北京海

狼星这家公司，只买下商标。在九阳收购完成后，北京海狼星

电器法人代表从那勤夫变为李学军，而那勤夫还继续担任北

京海狼星电器朝阳经销分公司的法人。

在国家卫生部于 2011年 12月底公布的《关于发布获批
消毒产品和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产品目录的通告》中，《中国

企业报》记者看到，10个型号的九阳及海狼星品牌的净水机，
实际生产企业为北京海狼星，属于受杭州九阳净水贴牌生产。

这意味着，那勤夫不仅获得来自九阳收购带来的技术和品

牌的溢价，还牢牢把握九阳净水产业的上中下游关键核心利

益链条：净水整机生产仍依靠那勤夫控制下的北京海狼星公

司，核心部件有赖于与那勤夫和韩国皮克布朗成立的合资公

司，甚至下游的杭州九阳净水都让那勤夫拥有股份。

这到底是九阳为留住那勤夫进行的利益纽带捆绑，还是那

勤夫为自己在九阳净水布下的“坐享其成”利益链，或是九阳

借道那勤夫进行上市公司的利润转移？答案尚未揭晓，但有一

点可以确认，一旦那勤夫系退出，九阳的净水业务将成一盘死

棋。

多元化困局

屋漏偏逢连阴雨。曾经在上市之初，以“好水、好豆、好机”

的耀眼商业模式给投资者带来无限遐想空间的九阳股份，如

今却面临净水业务巨亏盈利无望、豆料业务规模小增长慢、豆

浆机业务步入下跌通道等诸多困境。

今年上半年，九阳净水业务亏损突破 2000多万元，豆料
业务营收仅 2087万元、占公司营收比重仅 8.4%。豆浆机业务
营收仍占据 57%比重，却出现超过 19%下跌。与九阳大手笔投
资净水的亏损相似的是，一直谋求做长豆价值链的九阳，还收

购北京以食为天餐饮公司 40%股份，进军豆饮品连锁店。今年
上半年，以食为天在北京拥有 13家连锁店，营收 128.5万元，
净利润亏损 228.5万元。

眼看在黄豆这条价值延长线上短期突破无望的九阳，近

年来在电磁炉、电饭煲两大小家电品类扩张，并获得了不错的

增长速度。不过，中怡康的市场监测数据显示：电饭煲市场上，

美的与苏泊尔两家的市场份额占比高达 63%、九阳仅为
5.8%。电磁炉市场上，美的、苏泊尔市场零售额占比分别以
45.78%、17.92%位居前两位，九阳份额为 15.61%居第三。

今年，九阳再度进军烟机、灶具、消毒柜等厨电领域。九阳

证券事务代表邵际生透露，“目前，九阳在烟灶消产品上主要

靠贴牌，并没有自有工厂。前期已经在山东的三四级农村市场

试水，整体情况不错后会考虑进城”。

家电业分析师洪仕斌指出，“九阳选择从豆浆机向其它家

电领域的扩张，并不容易。首先，九阳品牌的扩张空间很小，豆

浆机大王会让很多消费者不会将这种品牌信任向其它产品转

移，除非低价策略。其次，当前九阳多元化扩张选择的小家电、

厨电领域品牌格局非常成熟，其上升突破空间非常有限，只是

一门短期的生意”。

专业化豆浆机增长无力，陷入跌跌不休的通道，多元化净

水亏损、豆料规模小、小家电竞争激烈，九阳接下来将如何给

投资者讲新的发展故事？本报还将继续关注。

（相关报道见第十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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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许意强

借力智能新标准 海信电器后劲十足

净水业务困局
引爆九阳股份业绩地雷

本报记者 许意强

智能化转型，让全球彩电企业

开始重新站在新的起跑线上。

来自奥维咨询的数据显示：受

到国家节能政策和智能化升级推

动，今年三季度我国彩电市场量额

逆势回升，液晶电视销量同比提升

15%。其中，智能电视销售持续增长，
仅 9 月市场渗透率就达到 32%。

站在智能化的新起跑线上，来

自中国的海信等企业，已经与来自

韩国的三星，保持着“同时出击、略

有领先”节奏。曾经的全球彩电领军

企业夏普、索尼、松下等日本企业，

则因为疲于应对自身的持续经营亏

损，开始错失机遇。

中国有句谚语，“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对于全球彩电行业来

说，着实应验了这句谚语。从索尼、

松下在显像管时代的日资企业一家

独大，到夏普、三星在平板时代的日

韩对立，如今，夏普在短短一年之间

从辉煌走向衰退甚至破产的边缘，

松下、索尼也一直身陷“亏损泥潭”

无法自拔。

与此同时，早在去年 5 月，海信
就率先启动“智能化”转型大幕，全

面奏响中国彩电企业智能化转型的

号角，并抢先于日韩企业在中国打

响智能电视市场推广普及战。就在

今年德国的消费电子展上，有韩国

媒体发出警示，中国企业迅速完成

从模仿向创新的跨越，并且在新技

术上实现对日韩企业的赶超。

最近一年以来，海信通过结盟

麻省理工 MIT 媒体实验室，先后在
美国、加拿大、日本、中国台湾寻找

世界顶尖人才，并收购加拿大软件

研发团队，通过“融智”和“融资”加

快智能化转型的步伐，并于今年推

出全球首个智能电视的深度定制操

作系统———“海安 1 号”，拉开智能
化时代从价格竞争、产品竞争直接

向标准竞争的三级跳。

智能化时代，对已经完成在显

像管时代完成原始积累、在平板时

代构建领先双翼的中国企业来说，

显然是谋求从“领先”到“领跑”的最

佳时期。更为重要的是，已经成为全

球最大消费电子生产国和消费国的

中国市场，将给国内彩电企业提供

更为强劲、厚重的内部平台支持。因

为自身经营战略失误身陷巨额亏损

甚至破产边缘的日资企业，无疑再

给中国企业全球化崛起提供绝佳的

外部环境。

一边是智能化升级带来的新增

需求推动力，一边是日资溃败产生

的市场刚性拉力，对于已经完成规

模、技术、资本、市场等诸多体系积

累的海信等中国彩电巨头来说，跻

身全球彩电业第一阵营，只欠时

间。

彩电新机遇：全球化下的智能
本报记者 许意强

在今年经济增速减缓、彩电市场

竞争日趋激烈的严峻市场形势下，

今年前三季度，海信集团实现销售收

入同比增长 14.3%，利润同比增长
16.4%。海外市场增长势头迅猛，在北
美市场，电视出口收入同比增长

74.63%，自有品牌收入提升更是高达
266.8%，销售结构改善明显。

在国内市场，根据中怡康的统计

数据显示，海信液晶电视的零售量和

零 售 额 占 有 率 分 别 为 16.47% 和
15.74%，双双高居中国平板电视市场
第一位。前三季度，海信电器的经营业

绩也实现了稳定增长。

进入 10月彩电市场旺季以来，在
智能化产业升级和国家节能惠民政策

的双轮驱动下，国内彩电市场呈现出积

极的复苏迹象。连续 9年高居行业第一
位的海信，通过打造完善的智能产业链

以及智能技术和产品的不断升级，表现

出强大的增长潜力。

智能普及 海信先行

根据市场调研机构中怡康的数

据，今年 1—9 月份，我国彩电整体市
场零售量、零售额分别出现 8.54%、
16.36%的同比下跌，其中夏普、索尼、
松下等昔日辉煌无限的日资品牌下滑

最为严重，在这场智能化产业升级浪潮

中产品落伍和反应滞后，成为其在中国

市场大幅下滑的重要原因之一。

据统计，今年前九个月，智能电视

的零售量和零售额同比增长了

179.75%和 136.03%，截至 9月份，智能
电视的零售量、零售额占平板电视的

比重分别达到了 37.62%、51.46%，智
能电视的普及进程不断加快。智能电

视拓展的这片蓝海，成为彩电企业在

未来的市场竞争中谋求生存和发展的

“战略高地”。

智能电视从去年开始兴起不到两

年的时间，就完成从市场导入期到成熟

期的快速转变。中怡康时代副董事长李

基祥认为，“智能时代的到来，让所有中

外彩电企业开始重新站到了智能电视

的起跑线上，谁最先转型，谁就有望把握

住智能化普及带来的重大市场机遇”。

作为中国最早实施全面“智能化”

转型的企业，海信一举奠定了中国智

能电视市场的领跑者地位。海信电器

多媒体研发中心副总经理简志敏博士

告诉记者，“早在 2009年海信电器就
已经完成对智能电视的研发储备，海

信最早提出了‘智能电视’的产品概念

和技术规范，一直稳步有序推动电视

的智能化转型。”

从2011年开始，海信结盟了麻省
理工 MIT媒体实验室，先后在美国、加
拿大、日本、中国台湾寻找世界顶尖人

才，并收购了加拿大软件研发团队。海

信还拿出 1000万奖金举办“海信智能
电视应用大赛”，调动国内 APP高手的
开发激情主攻智能电视应用。不断加

快“融智”和“融资”步伐，这就是海信

对智能时代到来的创新解读。

推行新标准 发力全球市场

在当前的全球范围内，智能电视

热继智能手机后迅速呈现井喷扩张

势头。简志敏告诉记者，“与智能手机

属于个人、自由终端不同，智能电视

属于家庭群体，与运营商紧密相连，

这也形成了智能电视特有的发展模

式”。

受制于运营商内容提供和区域

政策差异等因素，智能电视存在的本

地化、区域化发展，让近年来苹果、谷

歌等全球互联网巨头在电视领域进

展缓慢。同时，由于智能电视标准缺

失，引发了市场上智能概念的炒作，

让消费者无所适从。

“全球都不存在云电视的技术概

念，当前，一些企业在智能电视的炒

作属于本末倒置，如果一直缺乏统一

标准而停留在功能应用层面，将会拖

累整个智能电视产业的发展进程。”

业内人士评价说，没有规矩不成方

圆，智能电视按标准规范化发展的问

题已是迫在眉睫。

今年 9月，全球首个面向智能电
视的深度定制操作系统———“海安 1
号”由海信联手旗下的加拿大技术团

队合作开发成功，海信从操作系统、

用户界面、智能交互、智能操控、智能

应用等多个方面打造了智能电视的

“新标准”，海信倾力打造的智能新电

视被业内专家誉为行业的标杆产品。

简志敏透露，“目前，海安 1号系
统不仅要在海信所有智能电视上统

一采用，还将通过中智盟共同推动行

业的统一化应用。明年，海安 2号将
会推出，更贴近智能电视动态升级的

产品属性”。

与传统功能电视不同，智能电视

的快速普及具有“技术全球化、应用

开放式、产品个性化”属性，这就有了

让中国企业借助“智能化”契机布局

全球市场的动力。

在全球市场上，海信的智能化布

局成效卓著。在北美市场，海信电视

的出口收入同比增长 74.63%，在澳洲
市场，海信电视销售额占有率已经达

到前 4强，在澳洲彩电市场整体下滑

背景下，海信电视市场销量以 37%的
增速位居首位。根据 GFK 的数据分
析，“海信市场份额的大幅增长主要

得益于海信高端电视产品占比的提

升，其中 Smart智能电视、3D 电视等
中高端产品占比达到 53%”。

在南非市场，海信电视多年来一

直高居当地彩电市场第一位，目前海

信已成功从当地上市公司 AMAP 旗
下的 SONY 代工厂竞拍得到 10万平
方米的工业园区，作为海信在南非的

家电生产基地，具备了年产 40万台
电视的生产能力。

中国电子视像行业协会副理事

长林元芳指出，“今年以来，夏普、索

尼、松下等日本企业因为自身经营问

题，在全球彩电市场或身陷破产边

缘、或遭遇持续亏损，这无疑成为了

中国企业布局全球市场的最佳契

机”。

全球智能化浪潮汹涌而至，作为

中国智能电视领军企业的海信，率先

在智能电视标准领域打开了突破口，

从人才、技术、产品、市场等多维度进

行战略布局，主攻北美、澳洲等高端

彩电市场，“海信谋求全球彩电第一

阵营”的蓝图浮出水面。

对于标准制定者的空调企业来

说，标准最终决定者却是消费者。因

为，消费者永远都是时代的主导者和

推动者，企业则一直扮演着推波助澜

角色。

就在今年的寒冬到来之前，国内

空调行业老牌领军企业科龙，基于自

身的科技创新实力和对消费需求变

化的准确把握，借助 DDF双核双控系
统开创的冬季空调“3分钟速热”卓越
性能后，又通过“高效风道技术”全面创

新，实现对空调整机制热等综合性能再

度提升 2%、平均噪音再度降低 1.1分
贝，开启一个由消费者主导的冬季制热

空调“快制热、静享受”新时代。

搭载“DDF双核双控系统”和“高
效风道技术”两大拳头科技成果的科

龙惟爱思系列产品，迅速在寒冬空调

市场上创造出“淡季旺销”新格局。在

业内人士看来，“科龙超强制热空调

的热销并不意外。对于中国的市场来

说，冬天是越来越冷，但长江以南的

所有省市都没有统一供暖，这意味着

制热空调市场将是继夏季空调销售

井喷后新的爆发点。而科龙则立足于

用户体验的持续改善，抢夺制热空调

的头把交椅”。

在科龙空调逆势奇袭冬季制热

市场的背后，《中国企业报》记者在采

访中了解到，近年来随着科龙等国内

领军企业的科技创新水平不断提升，

空调制热性能得到了显著提升，特别

是 3 分钟速热已经成为制热空调的
基本门槛。但是，空调运行时产生的

噪音却是一直以来困扰产品性能和

用户使用体验的最大硬伤。特别是对

那些制冷、制热速度越快的空调来

说，带来的则是空调启动噪音和运行

噪音大大增加。

当前，通过自身的科技创新，牢

牢把握消费需求变化轨道，提前于国

家政策部署之前，科龙完成了对产业

增长新空间的拓展，在快速制热之外

构建“性能稳步提升、噪音持续下降”

新使用体验标准。

主管科龙空调研发的副总经理

王志刚博士指出，“企业进行持续创

新的动力，不只是满足企业持续发展

的需求，而是基于产品用户在使用过

程中面临到的种种问题和弊端。只有

引领消费的科技创新，才会拥有强劲

的生命力，才能成为企业发展的第一

生产力”。

早在 2011年，科龙空调就推出
“DDF即双核双控系统”, 开创空调超
强制热新高度。通过双核双芯片“专

业分工、协同控制”的创新设计，一个

芯片驱动压缩机稳定、高效强劲运

转，一个芯片驱动冷媒流动、风扇系

统等，调节冷媒流量风向，提高运行

效率。这也直接创造了国家专利技术

的空调冷暖分控模式，让制冷制热分

开控制，创造性地实现制冷、制热效

果的相互融合兼顾。

今年，科龙空调通过持续多年的

科技创新投入，通过 CAE技术建立的
计算几何模型被正式投入到特定网

格类型的应用优化项目，采用计算流

体力学的方法对风道系统进行声场

模拟分析，在电压波动满足风量的假

设条件下进行气动性能试验，成功获

得风道对冷媒流场和声场的影响权

重，最终使空调室外侧噪音降低 1.1
分贝，整机换热性能和能效提高 2%。
并于今年 10月正式应用于科龙空调
所有新产品上。

“千万不要小看这 1.1 分贝、2%
提升这些看似细小的数字，对于空调

产品的科技创新来说都是革命性的

突破和提升。这正是得益于科龙空调

长达 20多年的科技创新能力和经验
的累积，折射出科龙空调基于用户最

佳使用体验目标导向下的持续创新

和投入。”中国家电研究院的一位工

程师指出，高效风道技术作为全球空

调业技术研发人员一直在不断追求

的突破方向，未来一定会为中国空调

业打开新的市场空间。

对于已经成功通过“创新平衡

术”，突破性地解决超强制热与静音

低噪这对矛盾体协同升级难题的科

龙空调来说，不只是开启制热空调消

费新时代，也拉开了中国空调业征战

全球最尖端领域科技创新的大幕。

科龙开启制热空调消费新时代
本报记者 文剑

自今年 10月以来，随着海信智能电视新标准的发布，智能电视市场步入稳增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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