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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意味着，正处在发展初期的电商渠道巨头们，在通过

“制造促销节日”方式达到提升销售业绩同时，也给自身在未

来的发展提前埋下隐患。在安徽工业大学市场营销系主任李

德俊教授看来，“由于消费需求总量是相对稳定的，短时间内

的增长透支的是企业未来的市场，这对于正处在发展成长期

中的电商，是利大于弊，不利于产业未来可持续发展计划和目

标的落实，提前陷入没促销就无销量的泥潭中”。

上述企业市场总监认为，“在这一轮的电商‘双 11’促销中，
最大的赢家是淘宝天猫这样的平台型电商，透支的是平台背后

各个商家的利润，带来的是天猫商城流量、交易额、手续费和影

响力，而像苏宁易购、京东商城这样的自营电商，透支的都是自

己的利益，未来还要承担起消费需求被提前透支的后遗症”。

一则万和电气（002543）对“出口美国、加拿大的贴牌加工
烧烤炉进行自愿性召回”澄清公告，引发家电企业对于缺陷产

品召回背后隐藏风险的热议。

日前，由万和为美国和加拿大客户贴牌生产的烧烤炉，因

存在用户不正确安装引发的安全故事，由万和与当地零售商

决定进行自愿性召回，购买这一产品的消费者可以选择是否

要求企业召回。万和电气副总裁宫培谦透露，“目前，在上述两

国还没有接到消费者要求召回的诉求”。

在中国家电企业越来越多地参与全球市场竞争，并逐步

从 OEM 贴牌为主的产品出口，到自有品牌为主的本土化营销
的今天，本土市场“缺陷家电产品召回制度”的空白，也让中国

企业在海外市场拓展过程中，触及家电召回条款时无法应对

自如，甚至不清楚这背后到底存在怎样的风险和陷阱。

补上家电召回这一课

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海外市场上，中国家电企业都亟待

建立完善的品质监管和售后服务体系，应对随时可能发生的

家电召回风险，特别是要避免在海外市场发展过程中的“政策

风险”，冲击刚刚起步的“自有品牌”扩张道路。

家电分析师张彦斌认为，“万和电气的自愿性召回，无疑

也给国内众多家电企业在海外市场的拓展提了个醒，一旦遭

遇产品质量问题，或者消费者在使用过程中引发事故，一定要

查清原因、主动应对、合乎法规、尽快解决，这样才能真正实现

海外品牌的本土化营销”。

近年来，不只是万和电气等中国企业在海外市场拓展中

遭遇过“自愿召回”和“被迫召回”事件，包括松下、飞利浦、三

星等一大批跨国巨头在中国也实施过主动召回。但在中国市

场上，由于一直缺乏有关家电召回的法规条例，一些企业在出

现批量性的产品质量事故时，或采取欺瞒手段，或采取私了方

式，一般不会主动进行公开召回。

因为国家相关制度的不完善，不少中国企业在海外出现

产品质量事故时习惯性地会采取一些非公开手段解决，反而

会让企业陷入“品牌和市场”双输尴尬。

在海外市场上，对于引发批量性事故的家电召回，涉及零

售商和制造商均有明确的责任界定。特别是涉及哪些产品应

该召回，如何召回，召回后如何处理，以及相关用户的召回维

修记录等等，均需要一套专业的服务体系来确保和推动。当

前，我国家电企业中尚未发生过一次产品公开召回案例，这意

味着企业必须快速补上这一课。

我国家电召回条例难产

令人不解的是，早在 2010年 7月就公开征求意见的家电
产品召回管理条例，在经过长达 2年多的征求意见后迟迟未
能推出实施。

今年年初，国家家电质量监督检验中心专家鲁建国披露，

“家电召回条例实施至少还要再等 1—2年，主要是对于确定
什么样的产品，在何种情况下需要召回，还需要通过一系列产

品检测后来确定，不排除会在个别家电上先试点”。

鲁建国在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咨询时则指出，“质检总

局正在筹备召回技术规范的科研立项工作。由于颁布实施需

要相关行政领导批准，牵涉部门多，周期自然要长”。

与此次万和烧烤炉在美国的自愿性召回，避免人力、物力

和时间的消耗，给企业造成的损失较小不同，一旦家电企业遭

遇强制性召回，则要面临从厂商报告、美国消费者产品安全委

员会的评估报告、制定召回计划，实施召回，保存记录等一系

列流程，需要成立专门的服务体系、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最

终还会对品牌产生较大负面影响。

目前，由于我国家电企业在海外市场的产品，大多采取贴

牌加工的方式，很多产品的售后服务都是由海外客户直接承

担，大部分企业并未在海外建立完善的售后服务体系和服务

队伍，一旦遭遇缺陷家电产品的召回将面临着巨大的人力、物

力投入，甚至是品牌形象的损失。

家电企业人士则认为，“当前，家电召回条例的实施并不

会对整个家电产业造成冲击，相反因为法规的不断完善可以

起到对市场竞争秩序规范引导的作用。特别是在参与海外市

场拓展过程中，日本、美国、欧盟等国均拥有完整的缺陷产品

召回制度，而中国企业由于存在逃避的想法，难以从根本上解

决问题，只会制约中国企业在海外市场的良性发展”。

本报记者 许意强

索尼 CEO平井一夫：
整合公司全部力量助推 4K普及

缺陷家电召回条例难产
海外市场倒逼企业出手

本报记者 安也致

“企业的市场份额还可以持续提

升、产品均价还有上升空间、技术创

新更是没有止境”。

没错，即使是在整个厨电行业身

陷“市场寒冬、整体下滑”的产业轨道

中，作为厨电行业领头羊的老板电器

（002508），也实现在经营规模、经营利
润和市场占比的稳步增长。今年前 9
个 月 ，公 司 营 业 收 入 同 比 增 长

23.97%、归属上市公司净利润增长
31.57%，并预计今年全年的净利润增
长在 10%—40%之间。这意味着，老板
电器经营团队不仅给所有投资者交

上了一份满意的答卷，也给中国厨电

行业在寒冬中点燃了一把火。

老板电器董事副总裁赵继宏在

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透露，

“老板电器就是要通过自身的科技创

新和产品结构调整，在行业整体陷入

停滞下滑的通道中，谋求更快、更稳、

更好的发展。我们并不满足于当前的

业绩，因为老板电器未来的提升和发

展空间还很大”。

如果说老板电器的逆市领涨体

现出企业在行业的综合实力和品牌

号召力，那么在这一领涨的背后，却

是源自于企业内部的持续科技创新

实力，特别是持续 33 年来的科技创
新路和最近 10 年来的引领性科技带
来的跨越式发展，全面夯实老板电器

的厨电业领导地位。

引领性科技创新：
开启厨电新征程

由于中国人特殊的烹饪习惯，中

国厨电行业的发展之初就在老板电

器等领头企业的带领下从自主创新

开始，率先走出了一条自主创新道

路，不仅完全掌握厨电产业发展的话

语权和定义权，以老板为首的领军企

业还牢牢占据着厨电高端市场。

起步于 1979 年的老板电器，以
科技创新为起点进军中国厨电行业，

曾推出国内首代单孔直吸式吸油烟

机，打开中国家庭厨房从有烟向无烟

时代升级的大门。随后，老板电器又

于 1998年推出行业首台免拆洗油烟
机，通过技术创新首次破解吸油烟机

的油网分离这一行业性难题，也全面

奠定了企业在中国厨电产业的领军

地位。

回首企业过去 33年的发展和对
厨电产业的持续引领，老板电器董事

长任建华坦言，“在老板电器的发展

过程中，没有什么捷径与秘诀，有的

只是老板电器对于厨电产业的持续

专注，不断立足产品科技创新，紧贴

中国本土市场和消费需求，把握住了

中国厨电市场和消费的升级换代方

向”。

近年来，我国厨电产业的技术升

级速度明显加快。一方面，围绕油烟

机的吸烟速度和洁净度、运行噪音等

内在性能的持续提升，另一方面，则

是面向风道结构优化、产品外观和工

业设计以及新材料的应用。

随着以跨界 i5 系列开创中国油
烟机进入 17 立方超大风量时代，领
袖 8212系列创造极速吸排新标准以
及全球首款隐形油烟机隐形 8000系
列等一系列新产品的不断推出，老板

电器不仅完成了油烟机“内外兼修”

品质的持续提升，还率先在厨电行业

以引领性技术创新替代自主性技术

创新，完成对产业升级换代发展轨道

的聚焦和提速。

中国五金制品协会常务副理事

长石僧兰指出，“当年，国内厨电企业

依靠油烟机的中国芯打败外资企业，

成功占据国内市场的主导权。近年

来，中国厨电产业的快速发展在老板

电器等大企业的持续引领和推动下，

更加重视科技创新的战略地位。特别

是在领先性科技创新这一块，我认为

企业的创新永远没有天花板，只有通

过创新才能保证领先地位”。

今年，在完成领先性科技创新的

布局后，老板电器再度拉开了新一

轮、更高竞争层次上的发展新序幕：

集生产、技术、研发、物流、文化五位

于一体的中国厨房电器创新产业园

首次向社会揭开神秘面纱，这被认为

是老板电器完成从引领性科技创新、

领跑型行业地位、领先性品质制造和

服务等一体化布局后，开始站在新的

发展起点上构建在未来十年更快、更

大的发展动力。

这也被外界解读为，作为行业霸

主的老板电器在忧患意识推动下，未

雨绸缪提前于国家经济环境和产业

竞争环境的升级转型之前，打破时代

的瓶颈和行业的周期约束，构建“自

主扩张、稳步增长”的新轨道，并完成

面向未来 5—10 年产业发展的新竞
争规则制定，成为跨时代的行业领

袖。

“2012年行业的下滑速度和幅度
超出预期，老板电器的抗跌能力和逆

市增长也超出预期，这无疑为老板电

器的这一战略性升级提供了一个绝

佳的亮剑机会和平台”。中怡康市场

研究公司品牌总监左延鹊预计，在完

成自主扩张通道和发展平台建设之

后，老板电器未来的发展空间还很

大。

持续性战略布局：
实现老板再领跑

如果说，在油烟机的超大风量、

极速吸排、产品隐形化等方面的一系

列创新，只是老板电器引领性技术创

新在烟机行业的“试水”。那么，近年

来在燃气灶、消毒柜、电烤箱、蒸气

炉、微波炉等整体厨电产品上，老板

电器已经成功实现从单一科技成果

创新向全系列科技成果集群创新的

跨越和积累，并由此拉开了高端厨电

品牌之间的立体技术战。

目前，仅在吸油烟机上，老板电

器就已经完成从最初划时代价值的

免拆洗技术，到极速洁净技术、双劲

芯技术、360 度均衡螺旋吸风技术、
A++菱净网、油立净等多个技术创新
梯队的布局。在灶具产品上，以 3D速
火技术开启立体燃烧，以主火中置技

术成为国家发明专利。此外，在消毒

柜、烤箱、蒸气炉等其它厨电产品上，

老板电器都迅速组建了一个科技成

果的产品集群，既实现了对自身产品

性能的稳步提升，也构建了对竞争对

手的技术壁垒。

这也被认为是老板电器引领性

科技创新的重要成果之一。在家电

资深分析师张彦斌看来，“当前，科

技创新已经成为从国家政策、行业

发展和企业升级的核心战略，但如

何从最初的模仿借鉴性创新，到自

主性创新以及未来的引领性创新，

却是摆在国内家电企业面前的一个

课题”。

自主性创新，标志着中国企业开

始建立创新的体系和人才阶段，拥有

进行自主创新的能力。但面对当前全

球一体化的家电产业竞争，如果只停

留在自主创新，显然无法掌握行业的

话语权。

正是基于这一原因，近年来老板

电器积极推动从自主性创新向引领

性创新的发展，通过一系列具有前瞻

性、代表性的新技术新产品，提前与

行业和对手展开相应的布局，从而在

引领市场消费趋势的轨道中完成发

展速度和行业地位的夯实。

今年以来，老板电器已经完成在

物联网油烟机、厨房空气净化油烟

机、个性化定制厨电等一系列引领性

产品上的布局。赵继宏透露，“引领性

技术只是老板电器引导产业升级战

略中的第一步，接下来，我们还将会

展开对一系列颠覆性技术的研发投

入，建立一套呈现螺旋式上升的技术

创新体系”。

打造科技创新集群
老板电器引领厨电战略升级

本报记者 安也致

近日，索尼 84 英寸 4K 电视
X9000在中国大陆地区开售。这款拥
有巨型屏幕和超高清分辨率的电视集

中了索尼高精尖的视频与音频技术。

对于上任以来一直将“振兴电视业务”

视为己任的索尼 CEO平井一夫而言，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好机会———4K 技
术不仅是索尼电视业务的一颗定心

丸，更是索尼整合公司力量寻求全产

业链发展的一枚助推器。

平井一夫：“4K是索尼
业务中的重要角色”

顾名思义，4K 技术是相对于
2K———即全高清而言的。4K实际分
辨率是全高清分辨率的四倍，人们很

难通过肉眼辨识出电视上面的像素

点。今年 8月，国际电信联盟(ITU)通过
了关于超高清晰度电视(UHDTV)标准
的提案：4K技术已成为电视乃至整个
电子显示领域的行业标准。

自今年 4月出任索尼 CEO以来，
平井一夫将数码影像、游戏、移动业务

定为三大核心电子业务。而对于外界

一直保持关注的电视业务，平井一夫

则另辟蹊径———打算结合之前在 SCE
的经验，整合产业链上游的技术研发、

产品设计，到下游的内容制作各个环

节，以 4K显示技术为核心，把索尼的
电子部件制造、消费电子产品以及影

视、音乐等内容聚合成一个整体。

平井一夫最近就表示：我们现在

以“one sony”这样的口号来团结整个

索尼，使集团业务取得了很大发展。这

个过程中，4K是非常重要的环节，扮
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而 4K业务的
推进绝对不仅限于电视部门，而是我

们把整个索尼的力量整合起来推进这

个业务，其中包括索尼影视和索尼电

脑娱乐等等。通过将这些内容整合，把

4K真正普及起来。

“一个索尼”：从硬件制造
到软件输出的完整产业链

提到索尼，消费者脑中泛起的印

象绝不仅仅是一个单独的产品，而是

出自不同领域的各式经典产物，比如

Walkman、Playstation、特丽珑、BRAVI原
A。而消费者可能不知道的是，很多
电影院中采用的是应用了索尼 4K技
术的放映机，而拍摄这些电影的导演

用的则是索尼的 8K (比 4K还要清晰
一倍)摄影机；在医院拍摄患者身体影
像的是索尼的镜头与显示设备；电视

上高清和 3D节目的直播，则几乎都
在使用索尼的 3D电视转播车……

相对于 LG、三星、夏普等竞争对
手，索尼拥有从硬件制造到软件输出

的一整套完善的产业链结构。特别是

在商业应用领域，索尼在影视、教育、

保安系统、医疗影像和档案管理领域

均有一席之地。影视领域中的全高清

和 3D电视信号转播设备已近乎行业
垄断地位。这也是索尼对于三星和 LG
而言最大的优势。此次推出 4K电视，
索尼意在将商业领域的成熟技术运用

至民用产品上。不过，这并不仅仅是单

一的显示技术搭载，而是通过索尼优

秀的音响技术、影音资源和工业设计

与制造水平在一台电视产品上的完整

融合。所谓“一个索尼”的深刻体现。

今村昌志：“4K肯定是
今后的一个趋势”

两年前整个电子行业在大力推进

3D相关产品的时候，我们看到除了
3D电视机，厂商同时还将 3D技术应
用于摄像机和数码相机之中，让更多

的用户可以自己去创作一些 3D的内
容。目前 4K技术已成为行业的又一
个热点，类似的做法在未来的产品上

是否体现也是整个行业的思考核心

点。因为相较于缺乏行业标准的 3D
时代而言，4K 拥有明确的技术指
标———对于一些厂商而言，4K的技术
门槛更高，规范性更强。

索尼家庭娱乐及音响事业部本部

长今村昌志认为：“4K电视以外的产
品线可能还没有到可以全面应用 4K

技术的阶段。但是可以肯定，4K必然
是今后的一个趋势，必须要往这个方

向前进。”对于未来画面做得越来越大

的电视产品，全高清已经没有办法满

足整个行业的发展需要。同样的，在专

业设备和广播器材领域也将朝 4K方
向发展。

“在这个过程中，索尼会把整个力

量都整合起来，尽力地推进这个发展

速度，从而领导这个行业的推进。这是

一个非常明确而坚定的目标。”今村昌

志最后谈到。

目前看来，4K技术的普及尚需时
间。但是比时间更重要的是与 4K技
术相配套的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没

有从硬件技术到内容创制的全面支

撑，没有简单快捷的内容获取方式，即

便先进如 4K的技术也会鲜有用武之
地，难以降低的成本也使消费者难以

与之亲近。我们期待行业内能有更多

如索尼般全面发展的企业，带领 4K
技术尽快地走入千家万户。

当科技创新开始成为中国家电巨头博弈的准入门槛，作为中国厨电产业领头羊老板

电器，率先以引领性科技创新，实现对模仿性科技创新、自主性科技创新的三级跳，全面拉

开中国厨电产业新一轮的战略升级：以领先性科技谋求在更高层次上的更强大发展。

索尼 CEO 平井一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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