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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地讲，到现在我都很敬佩

黄鸣。尽管我们两家企业在市场上属

于竞争对手，但这不影响我对他本人

对于事业的执著、敬业精神的尊重”。

12 月 10 日，在中国可再生能源
学会太阳能热利用专委会主办的“室

内太阳模拟器应用及现场展示研讨

会”期间，研讨会承办单位、国内首家

太 阳 能 光 热 上 市 公 司 日 出 东 方

（603366）太阳能董事长徐新建首次
向媒体回应皇明太阳能董事长黄鸣

实施数月的“太阳能热水器揭黑运

动”。

徐新建坦言，“黄鸣披露的一些

问题，在这个行业确实存在，但有问

题并不代表都是问题，任何行业在发

展过程中都会存在各种问题，我相信

可以在发展过程中得到净化。我对于

太阳能光热发展前景非常看好”。

“这个行业看上去门槛非常低，

有点钱的人都可以进来通过产品组

装甚至贴牌生产就成立一家太阳能

公司。真正深入行业、立足长远发展

之后，你就会发现这个行业的技术门

槛非常高，企业必须要掌握核心竞争

力”，中国可再生能源学会产业工作

专委会主任委员朱俊生认为，“太阳

能光热的技术，要比太阳能光伏更复

杂。”

作为目前国内唯一从海外引进

“室内太阳能模拟器”这一尖端科研

设备，并组建中国太阳能光热行业首

家“人造太阳”实验室的企业，徐新建

在当天还公开宣布，“我们愿意将实

验室和设备向同行和研究机构免费

开放，提升行业整个科技研发和产品

创新水平”。

《中国企业报》记者看到，在当天

的“室内太阳模拟器应用及现场展示

研讨会”上，来自皇明、清华阳光、力

诺瑞特等同行的技术人员，也前往位

于连云港的日出东方的“人造太阳”

实验室参观，并了解这一设备对于太

阳能热水器技术研发的提升作用。

据悉，室内太阳能模拟器可以直

接达到模拟太阳能照射的工作环境，

让整个产品在测试过程中不受外部

的环境、气候及时间等限制，解决了

此前太阳能光热企业在产品技术研

发过程中，经常受到室外太阳能光等

测量环境多变等弊端。

太阳能光热技术专家、清华大学

殷志强教授介绍：“室内太阳模拟器可

克服气候给太阳能光热的检测研发带

来的不利条件，缩短技术研发的时间

成本，提升效率，降低整体研发检测周

期，为行业提供更多一手数据”。

此前，黄鸣在指责江苏省质量技

术监督检验院给多家企业出具的产

品检测报告涉嫌“造假”中就明确提

出，“按照当时的南京天气，根本无法

完成对产品的性能检测”。对此，有业

内专家指出，“随着人造太阳实验室

的投入使用，不管外面是阴雨天还是

大雾，照样可以进行产品性能的检

测。更为重要的是，这会提升国内企

业的技术研发速度”。

徐新建透露，“早在 2010 年，我

与公司技术总工焦青太去德国考察

市场看到这个室内太阳能模拟器时，

我就跟焦工说，等我们有钱了就一定

要将这个东西买回去。上市后公司募

集的钱，我们首先就拿来进行科研大

楼的建设，提升研发能力”。

实际上，在决定选择太阳能光热

作为为之奋斗终生的事业之后，徐新

建领导下的日出东方不仅创造性地

实现了“四季沐歌”、“太阳雨”两大品

牌相互竞争式的发展格局，还在快速

提升并打造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早在 2009 年，日出东方就与德
国斯图加特大学 ITW 研究所和斯图
加特 SWT技术公司合作开发了全球
最先进的太阳能光热系统测试设备，

最终还在企业内部建立了从玻璃管

等原材料到整机研发的垂直产业链，

实现了从技术创新、产品研发、生产

制造到营销服务的产业一体化布局。

今年，日出东方还成为中国太阳

能光热行业唯一获得国家认定企业

技术中心的企业。这也意味着国内太

阳能光热产业在经过 10 多年的草根
式发展之后，开始在领军企业的持续

推动下，朝着打造核心竞争力的目的

快速前进。

“这些年来，很多人看到我，第一

句话就问，到底是什么力量推动日

出东方在短短 10 年时间便成为行
业的领军品牌，我也经常在总结。”

徐新建坦言，可以说始终有两股力

量在推动企业的发展：适合自身的

独特发展路径和模式的企业核心竞

争力和源于企业自身发展的独特企

业文化。

太阳能光热问题不可怕
本报记者 许意强

一款对当前普通型聚氨酯发泡技术升级的 245fa/c-pentane
(环戊烷 )复合发泡科技创新成果在国内冰箱领军企业海信的自主
研发下问世后，又应用了全球化工巨头巴斯夫（BASF）的低密度低
导热的组合聚醚配方，对正处在技术创新驱动下的产业升级和产

品结构调整冰箱产业，形成一股巨大的节能催化作用。

目前，海信在今年 4月成功推出这项发泡创新技术后，经过半
年多时间的批量试产，已经在海信旗下冰箱、冷柜产品上进行推

广应用，进一步彰显企业在国内冰箱产业的创新领跑者地位。

海信研发中心工程师胡锋透露，经过测试，应用上述低密度

发泡技术，可以让每台冰箱降低 3%—5%的能耗，同时还可节省近
8%的发泡原材料消耗，提高冰箱节能技术的同时，还带来整个产
业在原材料消耗上的节省。

冰箱技术专家算了一笔经济账：目前，我国一年冰箱和冷柜

的生产量约 7500万台，按照每台 6公斤的发泡剂填充量来计算，
只要全面采用该低密度发泡技术仅聚氨酯原材料方面的节省将

超过约 3.5万吨，可为行业节省原材料费用价值超 5亿元。同时还
可以大幅减少碳排放、实现低碳生产。

近年来，我国冰箱产业围绕节能、绿色、保鲜、智能等发展趋

势，展开了持续技术创新博弈。作为国内冰箱行业的技术领跑者，

海信在推动冰箱业节能低碳化发展过程中，开始将创新的触角伸

向发泡技术等尖端领域。家电业内人士指出，“海信在发泡技术上

的持续创新，体现出整个冰箱产业在节能减排技术上的未来发展

趋势，一定是在智能化主导下的创新深入”。

胡锋指出，这一发泡技术实现了化工技术与物理知识的跨界

创新，既满足了消费者对低耗能的需求，同时又通过降耗减排创

造巨大的社会效益。对消费者来说，利用这一技术后还能最大限

度地减低保温材料的厚度，从而为同一体积的冰箱创造更大的存

储空间。目前，这一技术已经达到行业领先水平。

海信冰箱：
一项创新年省五亿元
本报记者 文剑

索尼 4K电视：以颠覆性消费体验再领航
电视到底是什么？在互联网、云

计算时代，人们为何还要选择电视？

智能化带来的丰富功能和海量应用，

是不是就代表电视未来的主流方向？

进入12月份以来，一场以“感·临
场之美———索尼4K电视体验活动”在
广州、北京、上海等全国10多个大中
城市陆续展开。《中国企业报》记者注

意到，这是继续今年8月在中国大陆
发布首台84英寸4K电视后，索尼再次
针对4K电视画质、音效以及工业设计
等方面的独特使用体验进行系统展示。

索尼电视家庭娱乐及音响事业部

本部长今村昌志认为，电视有很多可以

发展的方向，但这个基础必须要有一个

很漂亮的画面、非常好的观赏效果。如

果只是一味地把它加入一些智能的功

能，而忽视了它本来的功能，我们觉得

这样的产品不是电视。索尼4K产品就是
要把电视基本要点充分地体现出来。

自索尼4K电视新品上市以来，越
来越多的消费者开始对这一超高清

电视表现出强烈的兴趣。《中国企业

报》记者还注意到，与市场上销售的

众多4K电视不同的是，索尼提供从镜
头到客厅的一系列的4K产品，为消费
者提供一套完整的解决方案。

镜头到客厅：全领域扩张

在智能化主导下的全球彩电产

业中，坚守对电视显示画面的持续创

新和发展的4K产品策略，让索尼一度
背负着来自社会舆论的压力。

不过，面对4K技术所带来的电视
图像水平解析度约在4000个像素、实
际分辨率可以达到全高清分辨率的

四倍，带来的纤毫毕现的超高清画质

所营造的身临其境的视觉体验，却让

众多电视用户身陷其中无法抵御。

在广州、北京等地举行的索尼4K
电视体验会上，一台84英寸索尼4K电
视机 KD-84X9000给很多体验者带来
超乎想象的画面体验。《中国企业报》

记者了解到，目前在遍布全国各地的

诸多电影院线，顾客已经能够欣赏到

震撼的4K影像；在广电领域，工程师在
配合电视节目创作团队探讨4K节目制

作的可行性；在北京天文馆的4D剧场，
5台4K投影机将4K影像投放在33米宽
的巨幕上，给科普爱好者带来了身临

其境的观感。这些都是索尼4K技术已
经成功应用或正在探索的领域。

从今年4月，索尼在中国推出的首
款家用4K投影机VPL-VW1000ES，到
今年11月这款4K电视机 KD-84X9000
的全面上市，标志着索尼4K技术已经
实现从镜头到客厅的全领域扩张，也

将给家庭娱乐带来新的选择。

画质与音质：新娱乐体验

当前，随着电视机显示屏越来越

大，传统的2K全高清显示技术已经无
法满足人们对于电视画面和画质的

需求。作为家庭娱乐中心的电视机，

其作为家庭提供音视频娱乐的核心

地位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那么，在

这一轮电视智能化升级转型过程中，

来自消费需求的力量，开始成为企业

技术创新驱动的主导者。

在今年IFA 2012德国柏林国际消
费类电子展上，索尼4K电视的首次展
示，并于8月30日在中国大陆发布。索
尼显然已经决定要通过4K电视完成
对消费需求的准确把控。

此前，为了让中国各地的用户第

一时间体验4K娱乐，索尼陆续在北
京、上海、广州和成都等索尼直营店

开设4K体验区，让越来越多的顾客体
验4K视听的独到之处。如今，索尼在
通过前期的用户体验和市场预热后，

开始谋求4K电视从新技术产品向市

场销售普及型产品的发展通道迈进。

知情人士透露，在索尼内部，4K
业务被置于重要位置，这不只是电视

部门的业务，而是在“一个索尼”战略

目标之下，将整个索尼的力量整合起

来推进的战略业务，其中包括索尼影

视和索尼计算机娱乐等，最终通过4K
普及带来的全新视觉体验激活索尼

在消费电子产业的发展动力。

纤毫毕现的画质，清澈逼真的音

效以及独具匠心的工业设计，正是索

尼4K电视的骄人之处。《中国企业报》
记者了解到，在画质方面，得益于索

尼“迅锐图像处理引擎PRO”，实现在
4K电视画质上的全面升级。

从最早的“BE引擎”、“迅锐引
擎”、再到“迅锐图像处理引擎PRO”，
索尼始终致力于对图像显示技术的

不断革新。新的“迅锐图像处理引擎

PRO”实现了对于4K片源的真实还原
并呈现，同时对于普通2K内容，也能
通过倍线实现画质的优化提升。

同样，在音质方面，索尼4K电视
KD-84X9000采用了很多与以往不同
的设计。在电视机身两侧各设置了5
只扬声器单元，输出提供高达40W的
输出功率，搭配S-Force 3D前置虚拟
环绕系统以及索尼独有的高品质声

音信号处理技术的应用，让消费者可

以获得音乐会演唱会般身临其境的

视听体验。在设置音响方面，索尼采

用了向内倾斜5度的设计，消费者在
这个被包围的范围内可以享受到最

出色的环绕式音质效果。

将产品选择权交给用户，这正是

近年来全球消费电子巨头正在进行

的“以技术创新推动产品升级”的关

键内容。显然，索尼4K电视通过自身
的全产业布局，以产品定义权开始争

夺用户选择权。

为需求创新：索尼再领航

在过去60多年时间里，正是依靠
满足消费需求、带来全新消费体验的

创新驱动力，索尼迅速从一家小公司

发展成为多个行业的巨擘，创造出风

靡全球的个人随身听Walkman、掌上
游戏机PSP、BRAVIA液晶电视等一系
列产品，不断超越自身，赢得强大的

市场竞争优势。

在索尼今年开启的4K电视普及
大幕的背后，《中国企业报》记者看

到，作为这家全球老牌消费电子巨头

的战略型产品，在索尼4K电视的旁
边，还拥有索尼画质旗舰电视机KDL-
HX950系列，致力于为顾客创造个人
家庭影院的头戴显示器HMZ-T1，以
及通过索尼电脑“酷划”功能带来的

互动娱乐体验等一系列产品线布局。

这种全产业布局、多层次覆盖

的4K产品战略，无疑将在智能化、互
联网时代，给用户带来更加全面、完

善的消费体验。目前，除了围绕个人

使用终端产品上的布局，索尼还结

合自身产品优势为消费者提供各种

娱乐、实用的App软件的应用选择。
来自索尼网络应用中心的各种

软件，涵盖了影音、游戏、社交、生活

等各个方面。此外，还有索尼电视与

其他索尼终端相结合实现的各种新

奇体验如“婴视宝”等功能。用户在开

启这些应用时，会以窗口的方式在电

视屏幕上呈现，并不会影响到当前的

电视观看。

市场分析人士指出，无论是高清

娱乐、3D视听，还是4K临场感的视听
震撼，索尼总是通过不断的技术创新

和应用开发，引领视听娱乐生活的不

断升级。正如今村昌志所描述的：索

尼要做的是能够感动顾客的产品。首

先要把技术和顾客的五感能够联系

起来，把感官真正调动起来。第二是

创造意识，第三是了解顾客的喜好，

从而能够真正满足用户的需求。

本报记者 文剑

当很多企业开始以“烧鹅卖出白菜价”取得规模产能上的快速

扩张时，方太却在中国家电产业以“黄金卖出钻石价”开辟了一条

全新的发展道路，也完成了企业差异化的核心竞争力打造。

近年来，在中国厨电产业，方太正在以自己的标准和体系，展

开对整个产业发展和市场竞争脉搏的准确把握后，开始重新定义

全新的发展轨道和体系。在完成了对高端厨电的中国本土式定义，

实现从高端标准到高端产业的一体化布局后，方太又积极构建科

技与文化的复合式驱动体系，以科技激活文化的方式让具有数千

年历史的传统烹饪文化在现代科技产品的承载中得到复活。

方太集团副总裁孙利明指出，“方太就是要用自己的行动来证

明，在高端市场上，中国企业完全有实力对高端市场定标准立规

矩，也有能力实现对整个产业未来发展方向的持续把握和引领”。

在方太的高端标准体系中，就是要将整个中国厨电产业未来

的发展，引入更高技术、更强实力、更广视野、更加聚集的新发展轨

道之中，逐步摆脱对大规模制造驱动的依赖、摆脱对国家产业政

策、人口红利等外部因素的依赖，建立起新的内生型增长链条。

今年以来，在整个家电及厨电产业增长遭遇大幅度下滑，市场

销售开始步入低增长的背景下，方太集团在中国厨电市场却成功

上演了“高端逆袭”，继续保持着销售规模与销售金额的双增长。

孙利明坦言，“尽管未来中国厨电产业的发展还拥有很大的上

升空间，但作为领军企业，方太已经提前通过标准的建立完成对内

生性增长体系的打造，建立了应对行业低增长通道下的新增长体

系”。

显然，在方太的“内生性增长驱动企业逆势领涨”背后，不仅有

赖于企业基于产品技术升级轨道，还要紧贴消费需求和使用体验

的用户体验体系，并最终在产品升级与用户体验升级之间搭建了

一个二元化的融合平台。这一平台，正是方太所构建的“核心竞争

力体系标准”。

就在今年新的《吸油烟机》国家标准实施不久，由方太自主研

发和创造的搭载自动巡航增压模式的“高效静吸第 II代科技”就
全面推出，并应用到方太所有高端吸烟机新品上。这正是引领国家

标准的标杆型产品：满足了国家标准对于吸油烟机环保、节能、安

全的要求，又从排烟效果具体到时间、气味降低度、油脂分离度等

细节标准上，同时还对吸油烟机的工作噪音也做了更为严格的控

制。最终，在用户使用的最佳体验与国家标准的技术体系中找到了

产品的融合点。

在业内人士看来，这只是方太标准的小试牛刀。因为，在方太

高端厨电战略持续领航的背后，则是基于企业对于产业和市场竞

争主导权的掌握，基于企业对于高端标准和发展趋势的定义。这不

仅让中国企业看到在高端市场称王称霸的可能，也让中国企业开

始探索自主扩张下的高端领航新模式。

今年 9月，一场以“蒸营养、蒸健康”为主题的中国现代蒸文化
发布会，在位于上海桃江路 8号的“FOTILE STYLE 方太顶级厨电
馆”拉开大幕，随着方太全新打造的“电蒸箱”发布，拥有数千年文

化沉淀的蒸食文化被方太以现代科技的形式得到了新的传承和激

活 ,随即也在全球市场上掀起一股“蒸营养蒸健康”的现代烹饪新
浪潮。这也被认为是方太高端标准中的“真智慧”：没有停留在原有

体系的产品创新体系中，而是积极立足中国传统文化与烹饪习惯，

开始构建新的消费趋势和浪潮。这不仅直接将一大批外资巨头挡

在中国高端市场竞争的大门之外，也让方太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

处在“一直被模仿、从未被超越”的领跑通道中。

方太标准：
改写厨电产业发展轨道
本报记者 许意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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