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经周刊

2012年12月11日 星期二
编辑：
康源 校对：筱华 美编：马丽

28 年领跑空调业基因：
不变与嬗变的中国时代

记者观察

领航空调业：
不变与嬗变的创新者
文剑

面对瞬息万变的消费需求、升级加速的空调产业，如何在持续 28 年的发展中始
终引领消费潮流、领航产业升级，从技术创新推动者成为产业发展的领航者？海尔空
调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本报记者 文剑

凭什么在长达 28 年时间里，能一直引领中国空调业发展？

最近一个月，随着海尔空调“28 年品质奇迹”寻找老用户活动启
动以来，品质、品牌、创新已经成为中国空调行业最热的几大关键词。
特别是，当一大批追随海尔空调 28 年多 的老 用户，一 大批 正常 运行

行，让人们见识到海尔空调的超高

20 多年的老海尔空调纷纷涌现出来后，这也迅速引发了人们对于“28

品质。那么，一位来自北京的用户则
时间无疑是检验中国空调企业

邮箱：kangyuany@sina.com

年持续领航中国空调”海尔空调现象的热议。

让人们 见识 到海 尔空调 的品 牌 魅

品牌与实力的最好“试金石”。

力。

一个家庭在长达14年时间里消
费观经历两代人的冲击还是保持对

作为目前海尔空调最老资格的
用户之一，目前家住北京昌平的杨

传承信赖与创新技术

同一个品牌的信赖；一台空调在长

春振早在1987年就为家中的老四合

达21年时间里还能正常运行并赢得

院购买过两台海尔空调，在此后长

用户的青睐；一名用户在长达25年

达25年时间里，换新房搬新家、女儿

作为中国最早一批进入空调行业的企业，海尔在空调业经历了
28 年的行业持续洗牌重组后，仍然处在产业升级转型最前沿、市场

时间里经历三次搬家始终保持对一
个品牌的不离不弃；一家企业在长

出嫁、外孙女出世，海尔空调一直都
是杨春振的首选产品。

达28年时间里一直位列空调业领航

不仅如此，对于身边的亲戚、朋

者地位……

竞争的领军行列，成为国内发展历史最悠久、品牌影响力最广、技术
创新能力最强、综合实力最大的空调巨头，也是目前少数几家实现了

全球化品牌营销的家电巨头。

在海尔空调 28 年的发展过程中，带给行业、市场和消费者的新
产品、
新技术、
新思维有很多。不过，
在一些老用户看来，
“一看到海尔

友、
邻居，
杨春振也主动承担着海尔

日前，
《中国企业报》 记者从海

空调的“明星代言人”职责，主动推

尔空调“寻找28年品质奇迹”全国老
用户征集活动现场了解到，一大批

荐并让 他们 也成 为海尔 空调 的 用
户，
实现了“大品牌、高品质”产品的

追随海尔品牌25年多的老用户和一

共同分享。

品牌，
对他们的产品质量就产生了信赖”。同时，不少新用户则指出，

“父辈时，海尔就是家里家电产品的大品牌，20 多年过去了，海尔仍

然活跃在市场一线，
引领着产品技术的升级换代，这份经历了时间的
积累和品牌的信任，也让我们在选择空调时首先就会想到海尔”。

“14年过去了，我至今还能叫出

显然，面对“时间”这块试金石，任何企业的一时发展冲动，或是

不断涌现，迅速烧热了这个寒意重

当年为 我服 务的 海尔直 销员 的 名

持续规模化扩张，
都无法解决长期可持续发展的大问题。必须要在产

重的空调市场。这也是我国空调产
业发展30年首次集中性地展示品质

—曹辉”
，来自江苏南通的蒋长
字——
林透露自从1998年成为海尔空调的

品品质和技术创新上的变与不变过程中，把握产业升级的主旋律，才

与品牌的发展成绩，让全球产业巨

用户后，就被海尔直销员热情主动

头立体化感受到中国企业如何在

的服务所感染，让用户体验到海尔

“起步晚、底子薄、实力弱”社会化背

对于客户采取的“售前售后一样热

景 下 迅 速走 出 一 轮“快 速、稳 健 、强
劲”的全新发展轨道。

情”
超值服务态度，从而也对海尔这
个品牌产生深深的感情。

大批空调无故障运行20年的老产品

就在中国空调业走过30多年发

能成为跨越时代发展周期、构建产业全新技术革命的最大动力。
近年来，海尔一方面立足产品品质的发展本位，将产品质量作为

企业生命底线，在长达 28 年时间内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产品可靠无故

障运行的新纪录。当一台台使用 10 年、
15 年、
20 年的海尔空调至今还

活跃在用户家中，
这些已经超越产品正常使用寿命的海尔空调，似乎
只在验证一个真理：
对于产品质量来不得半点马虎，更来不得一丝投
机，
必须要真心实意地付出。

14年后的今天，蒋长林再次带

展历程的今天，经历多次产业洗牌

着女儿走到海尔空调的展柜前，为

另一方面，海尔还积极立足自身的科技创新动力，在面对外资企

和重组、遭遇最初的千余家企业市

女儿家里选择一台海尔空调。
“海尔

业重重技术创新壁垒的背景下，主动通过一系列“原创性、自主知识

场 混 战 到三 大 巨 头 一统 江 湖 之 后 ，
海尔空调却凭借自身对于品质的始

空调不只是人好、产品好，服务更
好。”蒋长林表示，我们全家都会一

产权”
的颠覆性科技创新成果，掌握空调业的产品定义权。像宽带无

终坚守、技术的随时创新，在市场上

直关注和支持海尔空调的发展。

海尔空调 28 年来的持续引领为消费者带来了更多领先科技产品与体验

氟变频空调、除甲醛、除 PM2.5 空调、语音遥控器、WIFI 智能物联网
空调等一系列科技新品出现，率先将中国空调带入了创造驱动的发
展新通道之中。

质的坚持是我们在今后半个世纪甚

先河，先后推出包括变频一拖多空

用场所，海尔空调的品质也顺利经

至更长时间都不会改变的承诺”。

调、
健康氧吧空调、宽带无氟变频空

过了12年10万小时“零故障”平稳运
行的考验。
《中国企业报》 记者了解

正是基于对高品质持之以恒的
坚守，让海尔不仅在中国市场上赢

调、健康换新风空调、除甲醛、除

企业路径和产业未来

到，
在大庆龙南医院，几乎所有房间

得数千万用户的青睐和认可，也创

只是缺乏能一直创造奇迹、引领奇

都配备着海尔空调，从挂机到柜机，

造了中国空调产业品质创新的新纪

中国家用电器协会副理事长王
雷认为，
“近年来，在海尔等企业的

面对近年来外资市场竞争环境的疲软和恶化，内部消费需求的快速

迹的领导企业。海尔空调28年持续
领跑背后的奥秘很简单，对于产品

从一匹到三匹、五匹，而且基本处于
全天工作状态，一开就是12年。

持续创新推动下，我国家电企业特

变化以及市场需求的萎缩和低迷，整个产业发展都步入了“低增长”

别是空调业在一些核心技术和尖端

甚至“滞涨”
通道之中，如何继续保持稳定的增长速度，如何摆脱对外

产品上，已经处在国际领先水平”
。

部刺激因素的依赖，
如何构建自主扩张的发展体系？
回归对产品品质和技术创新的关注，强调对产品力和品牌力的建

创造出了一幕幕“28年引领行业趋
势、25年用户忠实信赖、21年产品无
故障运行”产业新奇迹。
业内人士指出，
“ 在中国空调行
业 从 来 都不 缺 乏 制 造奇 迹 的 企 业 ，

品质的坚守28年不曾因为外部环境
变化而变化，对于日益加速的产业
升 级 和 产品 换 代 坚 持以 6个 月 一 轮

即使是在要求严格的医院等商

面对医院环境特殊要求和严格
考验，院方在一开始出于谨慎原则，
对于医院的空气环境以及海尔空调

录：21年空调质量持续无故障运行、
28年品牌遥遥领跑空调业。

应你而变：
6个月一轮技术革新

PM2.5等革命性产品。

对于经过 30 多年持续的规模化奔跑之后的中国空调产业来说，

这也意味着，在经过28年对空调业
持续专注的创新之后，海尔已经快

设，
无疑是海尔空调给当前空调产业开出的
“一剂良方”。这也是身处在

速构建了从品质坚守到产品技术的

长期以来依靠
“大规模制造、
低价格扩张、
概念化营销”的中国家电产业
中，
海尔空调主动开创的全新发展新路径。

的技术创新引领创新趋势”。

的质量都抱有一定疑虑。最终，海尔
空调却以最实际的表现，彻底打消

始终不变：
28年坚守品质基因

摆在当前市场上的众多中外空
调企业面前的，已经不是一个“坐在

一体化创新平台。

医院的一丝顾虑也成功获得医院给
出的新订单。

家里就能卖出空调”的好时代。特别

“等我结婚的时候，也让姥爷送

不过，
一系列问题仍然摆在所有中国空调企业的面前：
是什么力量
推动海尔在中国空调业持续 28 年保持着领航者地位？又是什么基因成

在这一个个内容真实、经历和

是面对快速升级的技术创新和瞬息

我海尔空调”
，
一位在1998年时将海
尔空调作为嫁妆送给要结婚女儿的

万变的消费需求，如何实现把握产

老用户张瑞格，抱着9岁的外孙女，

次，就连同一时期购买的外资品牌

感受又各不相同的故事背后，却拥
有着相同的答案：海尔空调品质可

讲述了一家三代人对于海尔空调的

性科技创新成果和主动变革理念，坚守对高品质、大品牌的始终追

微波炉都坏了，只有那台空调没舍

靠、
品牌值得信赖。正如南昌黄庆仁

业创新的轨道、如何实现消费需求
的引领？答案显然只有一个：构建技

感情，也传递出对海尔空调
“应人而

得换，
还在继续工作”。
日前，在海尔空调“寻找28年品

药店相关负责人所说，每次看到
“传

术创新体系、加快技术创新步伐、打

求，谋求对新技术、新需求的始终引领。
面对快速变化的商业环境，海尔空调以品质追求的永恒不变应

承百年，相伴健康”这块药店的经营

造颠覆性技术成果。

变”持续创新理念的认可。事实上，
在以品质征服用户的同时，最近20

质奇迹”
全国老用户征集活动中，一
位来自青岛用户家中的海尔空调，

招牌，就不禁赞叹11年以来一直为
我们大药房默默工作着的上千台海

成为现存使用寿命最长的见证者。
他家中那台于1991年购买的海尔空
调至今还能正常运行。

“家里的很多东西都换了好几

自称对于产品品质和品牌有着
苛刻要求的夏德忠，向来对于产品
的选购都倾向于外资品牌。唯独当
时在购买空调时，选择了一台当时
还叫“青空（海尔空调前身）”品牌的
空调，这也在他心中深深烙下了海

就海尔空调在几代人心目中的第一品牌形象？

答案其实很简单：
抱着一颗对消费者的敬畏之心，以一系列颠覆

对产业的万变，同时在面对消费者对科技品质永恒不变中，又积极以

不过，对于30多年前以模仿借

年来海尔还持续立足科技创新，努

颠覆性创新技术的嬗变引领产业的万变。正是在变与不变中，实现了

力让每个时代的主流消费者都能在

海尔空调核心竞争力的打造，
也完成了对产业商业规则的重新定义。

尔空调。效果好，售后服务好，海尔

鉴起步的中国空调企业来说，建立
自主创新体系、加快技术创新步伐

海尔找到属于自己满意的空调，在

这个品牌有着和我们药房一样追求

甚至开创颠覆性技术创新，又谈何

百年品质的精神，它不但用优秀的

容易？至今，很多中国消费者对于

迎合消费需求的同时又借助技术创
新打破产品和产业发展的周期，引

从中国走出来的海尔，正凭借着东方人特有的商业道德和商业智
慧，
在全球空调市场上非常熟练地通过
“变与不变”
开启一条属于中国的

质量为我们的服务质量保驾护航， “进口货”都情有独钟，这正是源自
于外资企业内在的“品质可靠、技术
同时也激励我们坚持走下去，是我
领先”基因。
们在服务品质上的好榜样。
屡屡创造奇迹的海尔空调，并
不认为这是奇迹。作为中国制造向

从1985年推出中国第一台分体

式空调、1993年创造中国第一台变
频空调、1995年推出中国第一台变

领一轮又一轮的消费新潮流。

在 2013 空 调 冷 年 大 幕 开 启 之

后，海尔再度以“0.1赫兹—150赫兹
超宽带运行频率”等一系列颠覆性
创新挑战变频空调技术极限，并为
消费者开创了“1分钟速冷、3分钟速

尔品牌就是高品质的印象，如今这

中国创造升级转型的领头羊，在海
尔空调相关负责人看来，
“这不是中
国制造的奇迹，这只是海尔作为全

频一拖多空调，到1998年海尔变频
一拖多技术成为空调业首个获得国

热”
的变频空调使用新体验。

台已经工作21年的海尔空调还没有
“退休”
。
如果 说21年 的 持 续 无 故障 运

球白电第一品牌应该承担的社会责

家科技进步奖的科技成果。
《中国企

任、
应该付出的创新投入，对于高品

业报》记者看到，以技术创新进军空

调的宽频运行技术一直被日本企业
封锁，被视为全球技术创新的禁区。

中国家电业
首款“好产品”花落海尔
本报记者 安也致

在空调企业人士看来，
“变频空
一款海尔宽带无氟全直流变频空调，于日前通过中国家电研究院
的“好产品”评测，这也是自 2011 年底《家用电器产品评测规范——
—“好

调业的海尔，在被认为是“空调技术

从1赫兹到0.1赫兹，
看上去只有这微

创新皇冠”的变频技术上不仅实现
对外资品牌在技术壁垒上的突破，

不足道的变化却是30多年来拦住中
国空调企业面前的大门槛。此次，
海

的产品，显示出海尔空调在产品技术、功能等方面的差异化领先优势。

还一举依靠完全自主创新在全球市

尔通过自身20多年积累下来的技术

场上打响中国创造，最终在短短10

创新惯性和能力，
实现在全球空调技

多 家电 产 品 多 是通 过 国 家 技 术标 准 规 范 进行 的 实 验 室 数 据 评 价 不
同，好产品的评价是基于实验室数据基础之上的用户实际体验的综

多年时间内便完成从模仿借鉴到自

术创新禁区的突破，
也全面拉开了中

合评价。从消费者的需求角度来判断产品优劣，包括舒适性、便捷性、

主创新的跨越。
面对IT行业“每18个月面临一

国在全球市场的创新称王序幕”
。
正是基于“跨越式创新”的发展

实用性和实在性等四个方面”。一直以来，产品国家标准的制定和完

次大的革命性技术创新”摩尔定律，

理念，最终成功赋予海尔空调始终

作为全球最大白电制造企业，也是

领先业界的技术创新水平，创造出

样，符合现行国家标准的产品也不一定就能够符合消费者需求，特别
是在当前的互联网经济时代，技术升级全面加速，消费需求也呈现个

最大家电技术巨头的海尔，在中国

一个又一个业界“第一”。自今年11

性化、全面化趋势，这无疑给企业的产品创新提出新的要求。

家电产业创造出平均每天申请一项
国家专利技术纪录后，又在中国空
调行业开创
“6个月一轮革命性技术

这台使用了 20 年之久的海尔空调见证了老杨一家的幸福生活

发展新时代。这也将全面推动中国企业在中国创造道路上的稳步扩张。

月 1 日起启动的海尔空调“28 年品
质奇迹”寻找老用户活动短短 1 个
月时间，全国数千万的老用户需求

创新”的海尔定律，以平均180天一

再度被科技创新所激活，同时对品

轮的技术革新，开创中国空调业在
变频化、健康化、低碳环保化的发展

质的坚守也让海尔迅速构建起“跨
越式创新”
新增长通道。

产品”
评测实施规则》颁布实施以来，中国家电业首款通过“好产品”评测

中国家电研究院副院长宫滨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
“ 与当前很

善，都是朝着满足消费者的基本质量需求而不是全部需求展开。同

据海尔空调相关负责人介绍，
“ 长期以来，海尔空调的产品研发
和技术创新，一直坚持用户需求为导向，强调产品技术创新一定要转
化为用户最佳体验，用户需求才是企业技术创新的方向和基础”。
此次，获得中国家电首款“好产品”测评的海尔空调，解决了长期以

来人们普遍反映的“空调制热慢、耗电多”等问题，推出的“猿 分钟制热、1
分钟制冷、省电 60.5%”等一系列颠覆消费者使用习惯的创新型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