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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万米高空的航天冰箱中存储情况，在地面都可以随
时监测。同时，还能根据需要开启冰箱”。

6月 11日，“神舟十号”飞船发射升空，并将与在轨运行的
天宫一号进行交会对接。《中国企业报》记者了解到，由中国家

电巨头海尔独立研发制造的上述超远距离遥控技术以及冰箱

系统，在此次“神舟十号”飞船中得到应用。

这已是海尔研发制造的航天冰箱，第三次随“神舟十号”

一起飞向太空，成为整个航天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中国航天科研负责人介绍，从冰箱装船开始，海尔航天冰箱

就会通过远程控制向地面控制台传输物品保存状态和数据，在

飞船作业过程中，航天冰箱将不间断的传输数据。即使神舟十号

达到距地面约 30万米的太空，这也不会影响海尔冰箱数据的传
输，海尔航天冰箱将在 30万米的太空外实现天地交互。

目前，海尔航天冰箱实现五大核心技术的突破，标志着中

国成为世界上继美、俄后第三个独立掌握航天冰箱技术的国

家，海尔也是全球唯一拥有航天冰箱的独立研发、独立制造技

术的家电品牌。

“将航天冰箱的远程控制技术和其他智能化模块应用到

家用产品上，能为用户提供产品交互平台，实现用户与家电之

间的交互体验。海尔已经将这种交互变成现实，这就是海尔

‘智慧家庭’提供的智能化产品。”据海尔相关负责人表示，应

用在海尔航天冰箱上的智能化模块包括智能变频、智能无霜、

电脑控温、物联网等，均已经应用到家用电器上，并通过海尔

智能家电为用户创造最优的智能生活体验。

以海尔“智慧家庭”中的物联网冰箱为例，不仅可以储存

食物，而且可以通过与网络连接，将食物的保质期、食物特征、

产地等信息及时反馈给用户，用户即使在外地出差，也可以通

过网络对冰箱里的食物情况进行了解。除此之外，海尔物联网

冰箱还能根据主人放入及取出冰箱内食物的习惯，制定合理

的膳食方案，给消费者提供健康、营养的生活方案，并因此给

消费者的生活带来全新的享受和体验。

业内专家指出，智能化一直以来都是家电产品的创新和

研发方向，海尔“智慧家庭”的诞生，就是以海尔一流的科技研

发资源为基础，向用户提供健康、智能的美好生活。

本报记者 文剑

颠覆高端厨电
方太继续坐稳行业霸主宝座

海尔冰箱随神舟十号
第三次飞天
本报记者 安也致

对于中国厨电业已停滞近10年未
曾改变的“方太领跑高端厨电”市场品

牌格局，进入2013年6月以来，一直在
孕育一次“革命性”的变革。

令人没有想到的是，这一次高端

厨电产业革命的“颠覆者”仍然是方

太。当年，正是这家从浙江宁波走向全

国的企业，首次颠覆“外资企业占据中

国高端厨电市场”的产业格局，并将这

一领先优势牢牢锁定近10年的时间。
其实，在一些厨电行业内部人士

看来，方太选择在2013年的“颠覆”，其
实是“有迹可循”的。就在今年4月，在
方太全新一代风魔方吸油烟机发布会

现场，方太集团董事长兼总裁茅忠群

就公开表示，“与那些一味追求销量和

利润、以竞争为目的的企业相比，方太

是以使命、愿景、核心价值观驱动，具

有不断进行主动进化和自我超越的能

力”。

高端厨电回归产业原点

全新一代风魔方产品，被认为是

方太“颠覆”高端厨电市场的一个突破

口。

这被认为是方太的主动进化能

力，在与互联网时代消费需求主导产

业发展方向能力的双重作用下，一款

以“回归厨电产业价值原点”的科技创

新成果。

在业内人士看来，“这不只是一款

让消费者可以获得‘前所未见吸油烟

效果’的油烟机，还标志着方太面向消

费者需求的创新体系以及打造绿色健

康厨房空间的能力得到确立。”也就是

说，方太在高端厨电战略的实施过程

中，较同行已经离消费者的需求和想

法更近一步。

近年来，就整个中国厨电产业来

看，在方太成功的高端战略引导下，原

本一直信奉“低价格开路规模化扩张”

的珠三角企业也开始纷纷弃价格转价

值。与此同时，一批原本也在谋求中高

端转型的企业也开始“重兵投入”，一

时间国内厨电市场竞争全面聚焦“技

术创新”———这一度被认为是高端战

略必备的通行证。

事实证明，一些企业的所谓技术

创新和高端转型，被认为是“伪高端、

炒概念”。在终端卖场上，一些企业为

了突出吸油烟机的效果，拿来家中的

脸盆作“道具”让油烟机将其牢牢吸附

住。还有一些更夸张的，在吸附的脸盆

下面悬挂上一个装满1.25L自来水的
矿泉水瓶子。

至今也没有一项国家标准和科技

成果鉴定，认可“大吸力、大风量与消

费者想要的那种吸油烟效果”之间存

在正比例关系。

“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他们不是

技术专家，并不清楚判断一台吸油烟

机的好坏标准，会涉及拢烟、聚烟、吸

烟、排烟等一系列技术创新。但是他们

却有着自己非常直观的判断标准，衣

服上没有浓浓的油烟残留味、墙壁上

的油腻少了很多，关键是爆炒辣椒时

都不怕油烟呛鼻子。”方太集团副总裁

孙利明如是说。

随着整个高端厨电产业竞争步入

深水区，消费需求的价值标杆也在发

生深度变化。特别是在互联网浪潮驱

动下，个性化、差异化的消费需求开始

成为主流，这也直接催生方太在2013
年率先启动“颠覆传统，再次新生”的

变革战略。

方太颠覆高端厨电市场

颠覆就像在“刀尖上跳舞”，这对

牢牢掌握消费定义权的方太来说，却

可以尽情挥舞。

对于中国厨电产业来说，背负着

比其它家电产业更多的责任与压力。

在浙江万里学院客座教授冯洪江看

来，“作为由中国企业唯一执掌的高端

市场份额，厨电行业也不时面临着低

价格的侵扰，存在技术概念、过度营

销、商业竞争的挤压和挑战。甚至对于

方太等高端产业领导者来说，还要随

时面临西门子等外资品牌的进攻。”

在全新一代风魔方产品的背后，

聚集的不只是方太的技术创新能力、

消费需求把控能力，更重要的是围绕

全新的商业环境、消费需求、产业竞争

等外部因素，企业的综合应变能力。

以“前所未见的吸油烟效果”为卖

点，方太全新一代风魔方产品，开始全

面回归产业价值竞争的原点，即消费

者到底需要什么？是一个完全没有一

点油烟、听不到噪音的油烟机产品，还

是需要一个绿色健康的厨房环境？

很显然，方太借助这一产品，再度

跨越产品因素、价格因素、营销因素，

脱离了单一技术概念的包装和炒作，

不是在推销一台高端油烟机，而是在

倡导一个高品质的厨房生活环境，真

正体现了高端战略体系下，企业对于

用户需求的尊重、对于用户关爱的发

展理念。

一段时间以来，集中于高端厨电

市场的竞争，出现了技术创新异化，即

“为了创新而创新”，甚至还出现了“以

技术创新竞赛”为由头的低俗概念炒

作。最终，因为忽视了创新技术和成果

到底能为消费者带来何种影响和作

用，而远离产业价值竞争的原点。

“方太的成功在于，其跳出了技术

创新、产品创新等点式思维，而是通过

回归产业价值原点，探索出一整套围

绕消费者需求的创新颠覆体系。敢于

为了消费者需求，打破原有的传统和

规则，敢于面向消费者需求，建立新的

商业规则和竞争秩序。”冯洪江如是

说。

对于方太为何要通过“颠覆式革

新”，来推动厨电产业的升级和变革？

茅忠群对此有着自己的独到见解，“如

果一家企业只是为了生存，为了竞争，

为了一定规模发展，完全可以采取保

守的做法，采取被动进化的做法，跟着

市场看得到的节奏一步步改进是小的

改进，但方太定位为使命型企业，是一

家以使命愿景来驱动公司的企业。这

就要求我们必须要主动进化”。

革新力量来自使命驱动

自我革命不仅需要勇气，还有实

力。这正是“以使命为发展驱动”方太

所擅长的。

“消费者的需求其实是永无止境

的，消费者生活品质提升空间也是非

常巨大的，这给我们创新、主动进化留

下了很大的施展空间，我觉得还是要

依靠主动的进化，依靠不断创新、不断

开拓，这样就可以避开或者摆脱激烈

的竞争。”

在成立之初的1996年，开创中国
第一代完全自主设计的深型吸油烟

机，实现中国厨房吸油烟机的易拆洗

之梦；2001年开创中国欧式吸油烟机，
实现厨房吸油烟机的欧式风尚梦；

2001年开创近吸式吸油烟机并于2009
年推出“风魔方”产品，实现中国厨房

少油烟之梦；2005年又开创嵌入化成
套化厨电，实现中国厨房的高品位之

梦；2010年开创“高效静吸”吸油烟机，
实现中国厨房对高效排烟与超低噪音

的兼得之梦。

从1996年推出第一代自主设计吸
油烟机，到2006年中国第一台欧式吸
油烟机，再到近吸烟，再到高端近吸

烟，嵌入化、成套化厨房电器系列，方

太正是依托“自我进化、颠覆传统”的

实力，先后开创并引领了中国厨电产

业发展的多个时代，成为厨电产业当

之无愧的“霸主”。

另一个细节是，从1996年至今，方
太已经取得400多国家专利，其中发明
专利数量达到58项，占到中国厨电行
业发明专利总数量的一半以上。

方太自我进化的实力和使命驱动

的实力，并非偶然。在中国五金制品协

会理事长张东立看来，“方太公司从创

始之初，就一直在不遗余力地倡导行

业的公平竞争、竞和、健康发展这种文

化理念，为行业起到非常正面、积极的

作用。方太在过去为行业发展、技术创

新和产业转型升级做出重要贡献，也

让同行以及消费者感受到了方太的责

任感、使命感和综合实力。”

企业技术创新“一小步”带来行业

发展“一大步”,这正是对以“理念和使
命”驱动的方太最大肯定。这也正是因

为，与那些一味追求销量和利润、以竞

争为目的的企业不同，方太是以使命、

愿景、核心价值观驱动，以“让家的感

觉更好”作为企业最高使命，不断进行

主动进化和自我超越。

LG电子中国“逃税”引爆危机
沈闻涧

日 前 ， 合 作 伙 伴 浪 潮 软 件

（600756）的一则公告，揭开LG电子株

式会社在中国市场“主动逃税”的恶意

行径，也点燃近年来LG电子在中国市

场业绩“节节败退”的导火索。

公告显示，LG电子在中国控股70%

的子公司“浪潮乐金数字移动通信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乐金公司），于2007

年至2010年期间，通过“高买低卖”等

手段，累计逃脱各类税款高达2.08亿

元。这一恶劣行径令人“触目惊心”，也

创下近年来在华经营外资企业“偷逃

税款”的纪录。

作为一家LG电子在中国设立专门

生产手机的公司，在上述时间段，正是

LG的CDMA手机在中国市场快速扩张的

阶段。为了实现商业利益的最大化，乐

金公司竟然通过与LG电子在上游的电

子元器件采购以及下游的整机销售等

关联交易行为，通过“高价购买原材

料”、“低价销售整机”等方式，客意隐

藏公司的“经营利润”，从而达到“偷逃

税款”目的。

乐金公司的这一“违法行为”，不

仅损害合作伙伴浪潮软件的合法利

益，也给中国正常的市场经营环境带

来了较大冲击，成为外资企业在中国

市场的“坏榜样”。

作为一家进入中国多年的跨国企

业，LG电子理应遵守中国的法律法规，

并在中国市场赚得“盆满钵满”的同

时，承担起作为一家跨国企业理应承

担的社会责任。而“依法纳税”正是LG

电子在中国应履行的社会责任之一。

但LG电子却选择了这种“违法”手段来

达到自己的商业目的，反映出这家企

业“商业道德”的缺失。

虽然，“高买低卖”关联交易，在一

定时间内可以推动LG电子在中国商业

利润的最大化。但最终伤害的却是中

国市场和消费者对于其企业和品牌的

“信任”，从而为企业在中国市场今后

的发展“埋下祸根”。

最近两年来，LG电子在中国市场

上一改往年的“稳步扩张”势头，步入

“跌跌不休”的发展轨道之中：LG电子

在中国主营的彩电业务已经跌出主流

品牌的行列，空调业务也退出主流市

场，冰箱和洗衣机业务更是经过多年

的“市场洗牌”后一直徘徊在边缘市场

行列。曾经让LG电子“引以为荣”的手

机业务，更是在深陷持续亏损困境之

后，已错失在智能时代的发展机遇。

在主流产品市场份额持续下滑的

背后，则是LG这一品牌近年来在中国

市场已身陷“信誉危机”。早在2007年，

合作伙伴便揭露其在中国市场多年来

一直销售“翻新空调”。去年，又被爆出

液晶电视产品“质量不合格”、联手同行

操纵液晶面板市场价格等负面新闻。

持续不断的违法违规事件，集中

产生在一家企业的身上，这不得不令

我们担心，近年来LG电子在中国市场

的发展过程中，还有多少违法行为没

有被揭露出来，LG电子在中国所取得

的丰厚利润和回报中，还有多少是“不

义之财”？期待中国的行政执法部门给

民众一个清晰的交待，也期望LG电子

能及时“迷途知返”，回到“合法交易、

公平竞争”商业轨道中来。

重回国家政策补贴“真空期”的中国家电业，正在经历“温

水煮青蛙”式洗牌。对于主要依靠为海外企业贴牌生产冰箱的

奥马电器（002668）来说，无疑正面临一场“保卫战”。
早在 2012年，海外市场的经营风险和国内市场的拓展不

利，已在奥马电器身上潜伏：当年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15.19亿元，同比下滑 150.24%，产品库存量同比增加
56.34%。2013年 1季度，公司现金流量净额-9126万元，但财务
费用、销售费用、管理费用同比增长 81.99%、52.87%、36.63%。

高级会计师蒋国彪分析指出，“现金流量净额与主营业务

密切相关，一旦现金流入比流出大幅减少，一般反映为应收款

增长，表明企业的销售情况正在恶化。”

公司预计 2013 年上半年归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将
在 -15%—15%之间波动。其每股收益在 2012 年同比下滑
7.69%后，2013年 1季度再度下滑 17.39%。无疑，隐藏在奥马冰
箱营收、利润增长背后的“后劲乏力、市场恶化”困境已经显现。

以为海外企业提供冰箱贴牌起家的奥马电器，自家电下

乡政策启动以来，就在谋求国内市场的自主品牌扩张。但这一

过程显然超出奥马电器董事长蔡拾贰的想象。

中怡康监测数据显示：2013年 4月，奥马冰箱的零售量、
零售额占比分别为 1.8%、0.8%。其中双门、单门冰箱销售比重
达 82.4%，售价在 1800元以及下产品比重高达 84.2%。这显示
出，奥马冰箱在通过低价格获得抢夺一定市场份额同时，却无

法在国内市场上找到“量增利长”新体系。

在公司现有的前五大客户中，第三、第四大客户为 TCL
家电公司和 TCL 家电（南海）公司，合计占有上市公司销售比
重的 8.41%。如果剔除给 TCL两家公司国内贴牌生产量，奥马
自有品牌冰箱的内销收入应在 10亿元左右。

随着今年初 TCL集团在合肥建设 800 万台冰箱生产基
地，这将在未来给奥马冰箱的经营业绩带来较大冲击。更令一

些投资者担忧的是，2012年公司远期结售汇合约期末金额达
到 8.68亿元，占公司报告期末净资产比例 74.09%。蒋国彪指
出，“远期结售汇是一种期权，不会影响公司的现金流。但是如

果合约到期，公司对海外客户的应收款不及时，就会面临强制

结汇，那么公司只能贷款外汇用于结汇，这必然会增加公司财

务费用的大幅支出。”

今年一季度，公司投资收益减少 65.94%，正是因远期外
汇合约交割收益减少所致。

自 2008年开启的国家对家电业的政策扶持，不仅未能推
动整个产业升级转型，反而延缓不少中小企业被淘汰出局时

间。如何在后政策时代做大国内市场、减少贴牌业务比重，成

为当前奥马电器最大的挑战。

奥马电器身陷
后补贴时代经营困局
本报记者 文剑

第三只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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