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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电转型升级

老板电器
以高端打造厨电第一品牌
本报记者安也致

一份营收规模、净利润双双增

长 35%以上的三季报，一项投资 7.2
亿元建设年产 270 万台高端厨电生
产基地的重大投资项目，在 2013 年
10 月底再度将老板电器，这家中国
高端厨电第一品牌推向行业舆论的

“风口浪尖”。

作为一家 1997年成立、见证中
国厨电产业发展历程的高端厨电企

业，老板电器又是如何在当前整个

产业还在探索“转型升级”道路的背

景下，走出一条“品牌与市场、产品

与技术、规模与利润”又强又大的发

展道路。带着这些问题，《中国企业

报》记者展开了调查。

三个 30%的高端增长力

对于老板电器发布的 2013年三
季报，一家券商直接给出了“一切都

很完美”的赞美词。这并不多见。

报告显示：2013 年第三季度，老
板电器实现营业收入 18.23亿元，同
比增长 37.85%；实现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净利润 2.35亿元，同比增长
45.02%。利润增长高于规模增长近 8
个百分点，显示出在高端战略的持

续推动下，老板电器已步入一个“量

增利倍涨”战略轨道中。

中怡康市场监测数据显示：油烟

机整体市场第三季度总体由降转升，

销售量和销售额增长明显，尤其是零

售额实现 17.63%的增长。今年 1—9
月份，老板电器以零售额 22.44%，零
售量 15.38%，再度夺得行业双冠王。
尤其是大吸力油烟机市场，份额超过

六成。

招商证券研究员张立聪认为，

“作为高端厨电领先者，老板电器在

这一轮产业升级浪潮中获益匪浅”。

作为中国资本市场高端厨电第

一品牌，知情人士告诉《中国企业

报》记者，“在老板电器董事长任建

华的战略版图中，并不满足当前厨

电行业的领先地位，而是致力于打

造百年老板电器的愿景，于今年初

抛出一份令所有厨电同行都吃惊的

‘未来三年三个 30%’的战略目标，
就是要实现中国厨电在大而强上的

全面突破”。

未来三年时间，老板电器的增

长率要达 30%、实现年复合增长率
达 30%；市场份额达 30%、主力产品
吸油烟机销售额市场占比要达到

30%；超主要竞争对手 30%。这成为
整个行业的大事件。

为实现“3个 30%”战略目标，老
板电器通过已经完成的“老板定位

高端品牌、名气定位大众品牌、帝泽

定位奢侈品牌”的多品牌运营，同时

还通过线上、线下全流通渠道的布

局，快速在科技新品和目标消费者

之间构建了一条“高速路”。

“对于已经踏上高端市场井喷

式发展主通道的老板电器来说，增

长已经不是问题。未来的发展，则要

解决的是，如何在增长速度、增长方

式、增长内容等方面，围绕市场需求

构建规模、利润、技术、品质、品牌协

同发展的新体系”，清华大学新经济

新产业中心管忻益教授如是说。

7.2亿元的升级新引擎

对于老板电器 7.2亿元大手笔的
厨电基地投资，在一位中国五金协会

领导眼中，“给整个行业健康可持续

发展注入了信心和热情”。

10月 25日，老板电器第二届董
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投

资年产 270 万台厨房电器生产建设
项目的议案》，该项目总投资估算为

7.2亿元。《中国企业报》记者了解到，
将建设生产制造物流综合性基地，包

括生产厂房、物流中心、综合楼以及

员工宿舍等相应辅助设施，共计 26
万平方米。同时，生产基地将新增吸

油烟机 100万台、燃气灶 100 万台、
消毒柜 40 万台、微波炉、烤箱、蒸汽
炉、洗碗机等新品类产品 30万台，形
成年产 270 万台厨房电器产品的生
产能力。

老板电器董事副总裁赵继宏透

露，“这是继 2012年 8月，中国厨房
电器创新产业园落成之后，老板电器

又一重大投资项目，预计将在 2015
年建成并投产，届时老板电器将拥有

全国最大的油烟机生产基地，并将杭

州建设成为全球最大的厨房电器创

新中心和制造中心”。

早在 2012年，老板电器为践行
国家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宏观战略，

建立厨房电器创新产业园，首次实现

将研发、生产、物流、体验等产业链各

个环节的垂直一体化整合，实现了自

身竞争力的全面升级。

中国家电商业协会副秘书长吴

咸建指出，“建设现代化、全自动的创

新产业园，是当前家电产业升级转型

的重要方向。这从一个侧面折射出老

板电器对于中国厨电产业未来发展

的持续看好，并将企业的发展战略与

中国厨电产业未来发展进行整合的

重要举措”。

在老板电器持续加码投入现代

化厨电产业园的建设背后，则是过去

一年来，整个中国厨电产业正经历着

一轮前所未有的“需求下滑、产能过

剩引发的产业下滑”。对此，银河证券

研究员郝雪梅则指出，“当前，中国厨

电行业竞争格局较为分散，未来还存

在着较大的提升空间，未来 5年时间
厨电市场容量将翻倍，这将给老板电

器实现规模复合增长 30%、三年规模
再翻倍提供可持续发展空间。”

浙商证券在一份研究报告中指

出，2013年以来，我国商品住宅销量
保持高速增长, 为厨电市场带来发展
契机。前三季度, 我国共生产油烟机
1785.1万台，同比增长 22.9%，其中油
烟机行业内销量同比增长达到 30%
以上。预计明年上半年之前，我国油

烟机、燃气灶需求将保持较高增速。

“当前，行业出现的产能饱和主

要集中在低端产品上，而高端化升级

才刚刚起步，以老板电器现有的发展

模式和增长速度来看，我们在产能、

规模和市场份额上还存在着较大的

发展空间”，赵继宏透露，新的厨电基

地建设还将整合油烟机行业高端科

研人员与国际顶尖的技术专家围绕

高效、节能、环保等方向，对油烟机的

大吸力技术、能效技术、洁净技术等

进行深入研究，最终实现我们在前瞻

性研究、创新性技术应用和全自动化

制造的一体化整合。

科技转型的厨电标杆

在“中国每卖出 10台大风量吸
油烟机，就有六台来自老板”的业绩

背后，正是近年来老板电器立足用户

需求持续系统创新能力打造。

从近年来在中国厨电市场上“营

业收入、净利润”保持着持续的大幅

度增长态势，到最近两年持续大手笔

投入厨电产业园建设，提升高端厨房

电器产品生产能力，老板电器已成为

中国厨电产业发展的一面旗帜。

企业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产品的

竞争，而产品的竞争则是企业面向用

户需求的系统创新能力的较量。在中

国厨电产业，老板电器的核心竞争力

正是来自于对产品的持续创新和对

消费趋势的持续引领。在赵继宏眼

中，“老板的产品技术创新，就是不放

过每一个产品细节的创新，从过滤

网、导油网、油杯，到电机、风机（涡

轮），甚至是材质表面的不粘油涂层

处理、油烟机触摸技术，实现了从零

部件到整机，从吸烟排烟性能到外观

结构，实现全面覆盖。”

从 20世纪 80年代，老板电器一
次历史性的产品技术革命让中国人

认识了吸油烟机，有效解决厨房油烟

的问题。到 20世纪 90年代，老板独
创免拆洗技术，开启吸油烟机的免拆

洗时代。进入 21世纪，老板创造性的
技术变革，为吸油烟机创造全新的极

速吸排的行业标准。直到 2013年，开
创吸油烟机极速洁净技术平台，带领

吸油烟机步入一个崭新时代。

以今年市场最受关注的大吸力

油烟机为例，老板电器就从产品技术

性能的角度提出“大吸力”的三个标

准：拢吸、强滤、速排，并通过完全自

主研发的“极速洁净科技”，通过将大

风量效果分解成“过滤、吸排、回落”

三个阶段，在过滤阶段以首创的菱净

网过滤技术，将油烟彻底分享、内腔

不集油，极速吸排技术；在吸排阶段，

以老板掌握的国家发明专利技术的

双劲芯 3.0、360 度螺旋吸风、360 度
圆形超间速烟道设计，实现油烟强劲

快吸、轻松免拆洗与均衡吸风。在回

落阶段，则通过老板独创的油立净技

术，通过一体成型集烟腔，油烟接触

面全无缝隙，油烟不残留。目前，老板

电器国家级实验室已通过审批。

正是通过这一系列“中外融合、

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融合”的满足

需求甚至超越需求科技创新成果，

让老板电器推出了包括中国首款平

板油烟机、中国首款智能联控吸烟

机、中国首款几何艺术侧吸油烟机、

中国首款采取风随火动滑触技术吸

油烟机，全球首款奢华型油烟机、全

球首款隐形油烟机等一系列开创时

代的产品。

长城证券研究员朱政指出，“作

为中国厨电龙头企业，老板电器的市

场份额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由于厨

房大家电和白电行业类似，产品更新

慢，强者愈强，龙头企业的市场份额

会越做越大，空调、冰箱、洗衣机龙头

市场份额已经达到 30%以上。当前，
公司在高端市场上的竞争优势优于

白电企业，市场份额提升的趋势明

确，未来在规模和利润上的商业前景

不可估量。”

“三季报利润增长 98%，再次超
出我们预期。”10月 30日，面对海信
科龙（000921）刚刚公布的 2013 年三
季报，国泰君安证券研究员郭睿哲在

一份报告中，未能按捺住内心的欣喜

与激动。

报告显示：海信科龙 2013年前三
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196.70亿元，同比
增长 28.9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1.78亿元，同比增长 98.02%。
利润增速是规模增速的三倍多，显示

出海信科龙通过对中高端冰箱市场

的提前布局、持续拓展，找到了“量增

利倍涨”的发展新通道。

华泰证券研究员张洪道分析指

出，“公司积极进行产品结构升级和

渠道变革，内外市场并举，再加上以

往深厚的底蕴沉淀，进入发展快车

道。来自产业在线的数据显示，公司

三季度冰箱出货增速基本都高于行

业整体 5个百分点以上”。
据悉，海信科龙位于青岛的冰箱

生产线，将于今年底正式投产，从而

大大缓解公司在大容量高端冰箱市

场的产能瓶颈。同时也将加速海信系

冰箱在中高端冰箱市场上的竞争优

势，加速推进公司整体产品结构的改

善。

日前，一款 430L的海信多开门
高端冰箱，携“水离子保鲜技术、风冷

无霜系统，高效变频压缩机，独立双

制冷循环系统”等多项技术创新优势

和产品性能优势，登陆全国市场提前

拉开 2014年高端冰箱技术发展和消

费潮流的风向标。

今年以来，海信科龙的冰箱业务

在保持规模的稳步增长同时，还积极

通过产品结构的中高端化转型加速提

升整体盈利能力。中怡康市场监测数

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海信系冰箱业

务市场规模稳居前三强，其中市场零

售额增长快于零售量的增速，三门、对

开门冰箱的市场份额持续稳步提升。

自去年以来，随着家电行业整体

增速趋缓，顺应消费结构的产品升级

和提高产品品质的发展转型，已经成

为中国家电产业未来可持续发展的

关键。作为中国最大的白色家电平台

之一，海信通过加速产品结构升级、

抢夺中高端市场趋势、实施产品技术

和品质创新驱动，完成“规模、利润、

实力、话语权”协同发展的新增长体

系建设。

国泰君安研究员郭睿哲则指出，

“受到家电补贴政策的退出以及二线

家电品牌中部分企业管理不善，在冰

箱的中低端市场中将会出现一定的

‘空档’，这将为公司进一步扩大市场

份额提供了空间。而随着年末公司青

岛冰箱线的投产，公司在 2014年冰箱
行业的竞争力将进一步加强，产品结

构也会有进一步改善”。

面对海信科龙近年来业绩的快

速稳步增长，尤其是 2013年前三季度
的营业收入、净利润指标已超过 2012
全年。海信集团董事长周厚健表示，

“这意味着在产业结构、产品结构、管

理架构以及营销管理上，我们基于海

信科龙长远发展的长期持续调整见

到成效。”

中高端冰箱：海信科龙量增利涨加速器
本报记者许意强

持续高涨的互联网浪潮，正在让苏宁云商（002024）的商
业野心不断膨胀。

日前，苏宁联合弘毅投资共同宣布，以 4.2亿美元战略投
资 PPTV 聚力，成为 PPTV 的“新东家”，这也正式宣告苏宁在
互联网时代“一只脚同时踏俩船”———移动互联网、家庭互联

网的差异化突围模式浮出水面。

去年以来，已明确提出“做开放平台商”的苏宁，面临着避

免不成为第二家“阿里巴巴”，走出一条属于自己定义的道路

的新考验。从去年开始，苏宁先是收购母婴电商平台红孩子，

扩张品类资源和人才体系。如今，再度跨界进入视频行业入主

PPTV，则被认为是抢夺互联网入口的重要一举，实现从网页
端、手机端、电脑端、PAD端向客厅电视端的全面覆盖。

一直以来，苏宁进行中的互联网化转型面临两大转折：一

个是从线下的专业家电零售商向线上线下一体化的综合性零

售商转型，从自营平台商向开放式平台商的转型。与互联网对

手相比，苏宁所面临的“难度大、时间紧、变化快”。

当前，家庭互联网已经被认为是继 PC 互联网、移动互联
网之后，中国互联网浪潮的第三次革命。与前两次浪潮，均是

由 IT企业和互联网企业占据优势相比，对于苏宁这样一家以
家电零售商起步的企业来说，显然更加了解家庭客厅用户的

需求。

如何让苏宁在短期内从线下到线上的一体化融合过程

中，还要快速构建从移动互联向家庭互联网的大网，入主

PPTV这样一家具有互联网基因和入口抢夺经验的企业，整合
双方的资源无疑是最快速的途径。

苏宁副董事长孙为民透露，“苏宁与众多电视机企业的合

作基础，可以在短期内让 PPTV 抢占客厅入口———植入智能

电视中，完成对所有入口的布局。同样，PPTV原有的视频节目
等内容资源，也可以完成苏宁平台软硬结合的生存系统。”

的确，如何让苏宁的平台，比阿里的平台更具吸引力，苏

宁除了要打造线上线下一体化融合的差异化优势，还要通过

自营、加盟等方式增加平台的服务内容和服务品类，更关键的

是苏宁需要一个在互联网时代的“引爆点”？

当前，腾讯已通过微信这一 OTT软件，并整合游戏、购物、
支付、物流等诸多配套资源，开始颠覆阿里原有的平台资源优

势。如今，苏宁想借助 PPTV 这一内容资源，抢夺家庭互联网
中最核心的客厅入口———电视大屏，并将已实现所有入口覆

盖的 PPTV 成为打造苏宁平台效应的一个引爆点。
如今，苏宁的第三方支付、保险、理财、虚拟运营商牌照，

甚至包括仓储、物流配送、专业服务等一系列围绕用户网络快

速购物体验的生态链条已经建立起来，剩下的就是如何通过

入口的抢夺和布局，平台内容的丰富完善和价格竞争力，让消

费者在阿里、腾讯微信之外成为一个最佳互联网消费新平台。

苏宁：
抢食家庭互联网蛋糕
本报记者许意强

价格，再次成为格兰仕，这家曾以“价格屠夫”撬动中国白

色家电市场格局的突破口。

日前，格兰仕在北京宣布，针对旗下的高能效空调、洗衣

机推出“高效不高价”消费升级计划。《中国企业报》记者了解

到，2013年格兰仕推出的 999元滚筒洗衣机、2399 元变频空
调超低价产品，按照新的国家能效标准升级后，保持原有价格

不变动。同时，面对 2014年市场推出两款类似苹果“土豪金”
的节能空调、洗衣机新品，价格分别为 2599元、1399元，从而
在高能效白电市场上打响价格第一枪。

对于能效升级后的高能效家电来说，不涨价就意味着降

价。在当前整个中国家电产业都在实施“转型升级”，转战中高

端市场价值战的背景下，格兰仕在白电市场上借助“能效升

级、成本增加”的发展拐点，再度抛出价格战的意图非常明显，

就是要抢夺高能效市场份额。

市场人士指出，“在家电线上线下销售渠道融合的背景下，

格兰仕的高能效价格战在线上渠道，特别是对京东、天猫、苏宁

易购等电商平台的消费者吸引力较明显”。不过，面对过去 10多
年来持续在微波炉、空调、洗衣机市场上抛出的低价战，格兰仕

如何找到支撑转型升级过程中所要面临的持续研发投入以及对

线上线下渠道商的利益平衡，将是未来面临的新考题。

格兰仕：
抢跑高能效家电价格战
本报记者安也致

E人 E本：
从个人商务到企业办公

近日，备受业内关注的国家统计局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

移动采集终端采购项目招标结果终于出炉。同方 E人 E本商
务平板电脑凭借其独特的手写技术应用和完善的终端设备管

理系统获得评审组的青睐，一举中标。此次招标不仅是政府部

门对移动智能终端的第一次大规模应用，也是 E 人 E 本被同
方股份并购后所获得的单笔最大规模的行业客户订单。标志

着 E 人 E 本从个人商务向企业办公的成功转型，E 人 E 本与
同方股份的协同效应也由此开始逐渐显现。

据了解，此次国家统计局招标的移动终端设备将应用于

第三次全国经济普查工作。通过使用同方 E 人 E 本平板电
脑，每个调查员都能够借助电子地图，实现普查数据的采集、

报送、处理的自动化、网络化，从而实现全面采用电子化办公。

而 E 人 E 本专为移动办公自主研发的原笔迹手写技术、手写
办公系统以及行业应用等一体化解决方案很好地满足了这一

需求。近几年，随着移动互联网的蓬勃发展，移动智能终端不

仅仅是用于个人工作和生活，在具有更深远意义的行业应用

中，移动互联设备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肖菲）

在高端战略的持续推动下，老板电器已步入一个“量增利倍涨”战略轨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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