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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销商访谈

日前，随着 2014年市场竞争大幕
全面拉开，在高端化战略上已抢夺头

筹的厨电产业，又踏上城镇化建设加

速、三四级市场普及空间大、消费需求

升级换代等产业发展契机，有望继续

上演“规模、利润”双增长势头，从而在

家电业走出一轮“独立上扬”的新行

情。

那么，在互联网浪潮对家电产业

整体冲击趋强、企业科技创新实力增

强、各类企业纷纷加大厨电布局筹码

的背景下，2014年中国厨电产业高端
化发展将呈现何种走势，互联网浪潮

是否会冲击厨电业，产品科技创新和

消费潮流趋势又将出现哪些新的变

化？带着这些问题，《中国企业报》记者

采访了高端厨电领军企业方太集团副

总裁孙利明，从而揭晓答案。

最大悬念：
互联网冲击不会颠覆格局

目前，互联网对家电业的冲击浪

潮，已改变传统家电零售格局，并在电

视等制造领域持续上演。那么，对于中

国厨电产业来说，是否会受到互联网

的冲击？

孙利明指出，“互联网浪潮带给整

个家电业最大的冲击，就是以用户思

维驱动企业的发展。自从进入厨电行

业的第一天起，方太就是一直坚持以

用户使用体验的发展方向，并在厨电

行业最近 10多年的发展中，持续坚持
并推动这一用户思维的发展。”

早在 2013年初，正是沿着“用户
思维”理念，方太再度在厨电产业拉开

“好效果”的新时代大幕，首次提出“以

健康、低碳、高品质、没有油烟”好效

果，定义油烟机产业发展趋势。并推出

“能够提供油烟不上脸、不怕炒辣椒等

前所未见的吸油烟效果”的全新一代

风魔方油烟机。

赶在互联网浪潮还没有形成之

前，作为专业化厨电企业的方太，就已

经在厨电市场上掀起了一股“以用户

思维”定义产业发展方向的主动转型

升级。而“好效果”则成为方太在互联

网时代给厨电产业未来发展开出的一

剂药方。

与当前市场上热炒的“大风量、易

清洁”不同的是，油烟机“好效果”时代

直击用户对于产品的最本质需求：一

个没有油烟的厨房环境，没有停留在

当前单一的技术换代、产品升级等层

面的竞争，同时整合了当前厨电产业

“高效节能化、绿色环保化”发展方向，

为整个产业的发展开辟了一条全新的

道路。

在孙利明看来，“方太所倡导的

‘好效果’时代，聚焦的不是技术革命

和产品升级，而是立足于技术创新实

力，面向用户提供了一整套完善的解

决方案。从厨电产品到厨房环境解决

方案，这将会是厨电产业在互联网时

代实现自我革命的重要突破口。”

“纵观当前中国互联网产业的几

大巨头，都不是靠单一的技术创新实

力而做大做强的，都是通过以用户思

维为驱动。”浙江万里学院客座教授冯

洪江认为，正因为如此，在互联网时代

厨电市场的主角仍然是以方太为代

表、熟练掌握互联网时机的专业型企

业。

最小悬念：
产品创新迎来智能拐点

近年来，智能化快速席卷整个家

电产业，智能电视、冰箱、空调等新品

层出不穷。同样，在中国厨电市场上，

智能化技术和解决方案的新品也开始

出现，其中以方太面对公共烟道开发

的“自动巡航增压技术”最具代表性。

孙利明介绍，“自动巡航增压，就

是方太专门针对中国现有的住房建筑

结构，和中国家庭的烹饪习惯而开发

的一种智能化的适应技术，可以根据

不同家庭所处的楼层差异，自动感应

公共烟道的排烟压力，调节油烟机的

运行功率，从而实现少油烟的效果。”

过去几年间，方太相继推出了“高

效静吸”科技、近吸排烟科技，为企业在

厨电产业的智能化发展上积累了丰富

的研发创新经验。“自动巡航增压”技术

的问世，则标志着中国厨电企业在智能

化创新上迈出关键一步，这将加速推动

厨电创新以人为本时代的到来。

已发展 20多年的中国厨电产业，
在第一阶段完成以“中国芯部件创新”

为代表的模仿借鉴国外企业技术创新

手段和方法，开始建立自有创新体系，

在第二阶段实现以“油烟机整机创新”

为代表的完成对油烟机产品一体化创

新布局，掌握对油烟机发展方向和趋

势的主动权。如今，智能化技术的出现

将中国厨电产业产品创新带入第三个

阶段，即“以人为本”的发展新阶段，强

调“人、科技、厨电”三者之间的完美融

合，从而将家庭日常烹饪变成一种美

好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孙利明透露，“对于方太来说，我

们的最大愿景，就是借助智能技术进

一步提升和改善人们生活方式，从而

站在高品质家居生活高度设计定义产

品，实现中式厨房可以敞开、烟道不拥

堵、油烟不上脸等前所未有的体验”。

最强悬念：
科技创新迎来井喷期

无论是独创的“以互联网的用户

思维”开启油烟机的好效果时代，还是

踏上智能化拐点，提供贴近中国厨房

需求的“自动巡航增压技术”，站在

2014年产业发展最前沿，强大的科技
创新能力，才是推动行业持续“做大做

强”的重要保障和动力源。

与其它家电领域所不同的是，过

去 20多年间中国厨电企业走出了一
条从“借鉴参考”到“自主创新”的跨越

式创新道路，一举锁定了被认为是中

国厨电产业金字塔的那块高端市场份

额。

作为中国吸油烟机、灶具、消毒柜

国家标准的起草单位，全国吸油烟机

标准化工作组组长单位，方太的科技

创新实力不只是在推动中国厨电产业

的标准化持续升级，还积极为中国厨

电产业赢得国际话语权———唯一代表

中国企业主导国际油烟机标准的制订

工作。

这些正是来自于方太对于科技创

新实力战略的重视和持续投入：每年

保证以销售收入的 5%投入技术研发，
在厨电业现有的国家发明专利中，方

太所掌握的 70多项发明专利占据了
其中一半以上的份额。同时，方太还建

立行业中全球规模最大、最先进的厨

电实验室，拥有行业首家国家级企业

技术中心。

在 2013年末，洋品牌西门子在中
国厨电市场上宣称要实施“本土化”转

型，并推出“大风量”等一批中国特色

产品。这从一个侧面折射出，融入了深

厚文化内涵和体验色彩的本土化企业

方太的科技创新能力，已为外资品牌

成功树立起一道“天然屏障”。

最无悬念：
高端市场继续引领

高端化已成为中国厨电业独有标

签。从去年开始，一轮高端化浪潮让中

国厨电市场迎来两极分化的走势：一

边是中低端产品市场严重饱和，供大

于求背景下导致一大批中小厨电企业

被迫停产歇业或转型；一边则是高端

产品市场供不应求，其中方太全新一

代风魔方油烟机多次出现全国性的销

售断货。

来自市场研究公司中怡康的数据

显示：截至 2013年底，在中国高端厨
电市场上，方太分别以 44.2%的市场零
售额、36%的市场零售量占比，双双稳
居第一，并实现了在中国高端厨电市

场的“十连冠”。

孙利明则指出，“对于方太来说，

最高兴的莫过于高端化的发展方向已

经得到整个中国厨电产业的认同，并

成为中国家电产业未来发展转型的重

要方向。我们也相信，随着整个中国高

端厨电市场份额的不断扩大，方太在

这一领域的竞争优势也将得到持续释

放。”

数据显示：方太在高端厨电市场

占比，比排名第二至第四位企业的市

场占比总和还要多。更为重要的是，方

太的高端化还推动了整个产业市场份

额的稳步提升。据中怡康测算，2012—
2016年，厨电产业将保持 10%的年均
复合增长率，较整体家电行业增速高

出 4—5个百分点。其中，高端厨电产
品正在成为拉动行业快速成长的主力

引擎，加速提升行业洗牌。

毫无疑问，高端化还将继续在

2014年成为产业发展的主导方向。孙
利明也认为，“沿着高端化的发展方向

前进，未来 10年方太都不会碰到高端
发展的天花板，这也将会推动整个中

国家电产业在未来发展中持续打开新

的增长空间”。

本报记者 许意强

“奥克斯空调新品包括外观、性

能提升很大，店里开售以来，用户满

意度很高，销量大大超出我们预期。

第一个月就卖出了 200台，大概六七
十万元的销售额。”日前，新迪机电有

限公司总经理葛建海在接受《中国企

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这是一家位于浙江省温州的机

电设备销售公司，2011年扩展经营规
模时引入空调业务，考虑到奥克斯空

调过硬的质量和成熟的市场环境，葛

建海很快决定与奥克斯空调展开合

作，目前已辐射奥克斯空调在温州约

三分之一的销售区域。

合作初期，新迪机电乘着奥克斯

空调销量在行业遥遥领先的东风，销

量一度达到了 30%的年增幅。后来由
于空调市场趋冷，销量受到一定影响，

不过仍然能与往年持平，并没有像有

些同行那样出现大幅下滑，去年更是

取得了约 4000多万元的好成绩。
2013年的空调市场，不利因素还

在持续，包括温州在内的城市地区，

空调市场却接近饱和，如何刺激市场

需求、打开公司销售局面成为一直悬

在葛建海心中的难题。这一困扰，最

终随着奥克斯系列中高端新品的上

线和新一轮转型升级战略的全面实

施而被破解。

早在 2013 年初，一款名为“1 度
到天明”的博客系列新品上市，打响

了奥克斯新品上市的第一枪。当年 8
月开始，被认为是改写 2014 年空调
产业产品格局的静悦新品再度接棒

上市，2014年元旦前后，奥克斯博悦
新品更是结合“万人空巷狂抢奥克

斯”主题活动强势来袭，创造出“当年

上市、当年畅销”新纪录。

“以前，奥克斯空调两年才会出一

个基本款型，如今，密集地发布新品是

前所未有的。而且从外观、风格上看，

系列新品大幅度打破了奥克斯原有格

调，加入了时尚、个性等因素，加上高

能效、健康等性能，让消费者不由得眼

前一亮。”葛建海说，这说明奥克斯的

创新实力得到了显著提升。

在葛建海看来，奥克斯以系列高

端新品为代表的新一轮转型升级战

略来得正是时候。随着经济水平的提

升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持续提升，越来

越多的市民开始更多地以时尚、舒

适、环保等要素作为选择空调产品的

重要标准，奥克斯此举正踏上了产业

发展的主通道。

另一方面，品质战略和转型升级

也符合奥克斯自身的发展实际。多年

来，奥克斯凭借物美价廉的产品优势

在中低端市场牢牢站稳了脚跟，如今，

随着产品研发能力、售后服务能力和

市场销售环境大幅改善，是时候跟格

力、美的在高端市场展开直接较量。

“静悦新品在店里销售只是上月

月底的事情，当月的销量就占到公司

整体空调销量的 20%左右，可见用户
对于奥克斯新品接受度还是很高的，

高端产品的市场空间还是很大的。”

葛建海还指出，奥克斯紧跟用户需

求，持续丰富高端品质空调的产品

线，为消费者提供更加多样的、合适

的品质空调和品质生活。

本报记者 文剑

奥克斯空调高端化前景看涨

突破三网融合，
长虹要做颠覆者？
本报记者 许意强

2014年厨电业四大悬念待解 一家做电视的企业，竟然劝消费者不要急着买电视，到底想

干什么？

日前，在 2014年春节长虹电视发布会上，中国首款实现三
网融合的智能电视 CHiQ问世，并于当天起在长虹官网、京东、
天猫等网络平台接受消费者的预定。但是，在发布会现场长虹董

事长赵勇“劝大家别着急买电视”的一席话，引起了来自市场和

同行的强烈反响。

一位彩电企业人士指出，“原本传统电视的生存空间已经越

来越小，作为国内最大彩电企业长虹，还要劝大家别买电视，这

简直就是要将传统电视做死的节奏。长虹的葫芦里到底卖的什

么药？”

要么被颠覆，要么成为颠覆者？

长虹到底想干什么？这是不少人都想问赵勇的。

事实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离电视越来越远。一份长虹与

AC尼尔森联合调研数据显示，过去 5年人们月平均看电视时间
从 80多个小时下降到不足 40个小时，降幅达 56%。与此同时，
全年观看视频的时间却从 169小时猛增至 532小时。

一边是人们不愿意看电视降幅高达 56%，一边却是人们观
看视频的时间增加 3倍多。这使得赵勇感到困惑，电视技术在过
去 5年间已从平板化、网络化再到智能化，但依然没有改变电视
在家庭地位下降的事实。

早在 2013年，由乐视、小米等互联网企业掀起的那股“抢占
客厅”的智能电视热浪，提前让长虹们感受到“被颠覆”的可能。

“对于电视企业来说，要么被直接颠覆，要么成为颠覆者，没

有第三条路可以走”。清华大学新经济与新产业中心首席专家管

益忻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对于长虹这样一家拥有 50多年沉
淀的企业，只有从被颠覆者向颠覆者一条路可以走。

在浙江万里学院客座教授冯洪江看来，“从互联网企业整合

‘硬件+软件+内容’的智能电视打法来看，长虹此次出招可以说
是‘釜底抽薪’，瞄准互联网企业擅长的‘用户思维’，找到三网融

合这个突破口，通过手机直接看电视直播、电视移动看、完全抛

掉遥控器等一系列的创新产品体验，让人们看到了藏在这家老

牌电视劲旅身后的实力。”

在长虹的三网融合逻辑背后，并不是很多企业所理解的三

屏互动，而是多智能终端协同，其本质的含义是视频本身就是多

终端的展示，并不存在谁是核心的问题。只有在这种思维下，才

能完全打破各种屏之间的障碍，实现协同和统一。

如今，颠覆已在赵勇这家地方国企领导者身上提前上演：一

改往日“西装革履”装束，牛仔裤配休闲西装出现在发布会上，全

程充当长虹的首席产品讲解员。知情人士透露，“CHiQ的中文名
字是启客，但汉语拼音却是痴情。在互联网时代，长虹只有推出

更多让用户痴情的产品，才能扮演好颠覆者角色。”

自古华山一条道，长虹准备好了吗？

成为颠覆者的长虹底气在哪里？答案被指向家庭互联网。

当前，整个产业出现空前的融合，芯片企业、IT企业、互联
网企业、通讯企业等各路大军不约而同地盯上了“电视”这个被

公认为是家庭互联网的核心产品。

就在今年的美国国际消费电子展上，智能家居和家庭互联

网成为产业发展的焦点。透过谷歌花费 32亿美元巨资收购
NEST，更让人感受到这股来势凶猛的浪潮。以长虹为代表的中
国企业也不甘落后，智能电视、智能家庭解决方案层出不穷，其

野心自然也是抢占智能家居的互联网入口，进而成为智能家居

的主导者。

回到电视产业，从 CRT发展到今天的智能化，产品换代越
来越快，没有改变的是人们对更高清、更大屏、更人性化的视觉

享受和操作体验。“此次发布的长虹 CHiQ电视，特有分类看、多
屏看、带走看和随时看四大特点，将是人类视觉享受和操作体验

就此改变的里程碑。”赵勇非常自信地表示，“电视依然处于家庭

娱乐的核心位置，这也让长虹打响家庭互联网的第一枪。”

面对当前智能电视所存在的“交互太差、无法移动、内容获

取不便捷”的问题，CHiQ电视除去以上所述四大亮点之外，完
全实现丢掉遥控器，也成为完善用户体验的关键一步。

资深产经评论员洪仕斌就此指出，“CHiQ电视上市只是开
始，由此可以看出长虹在家庭互联网的下一步行动。作为全球首

个发布家庭互联网战略的企业，长虹非常清楚这一产业背后的

巨大商机。长虹的野心，不只是要颠覆电视产业，还要颠覆整个

家电产业。”

让人兴奋的是，长虹在整个家电业拥有良好的产业基础，电

视、冰箱、空调、厨电等产品终端完善。长虹多媒体产业集团董事

长兼总经理叶洪林透露，“接下来长虹将发布一系列 CHiQ智能
终端，涵盖智能冰箱、空调、厨电等产品，‘终端+数据’的商业模
式也随即展开。”

长虹让想象的大幕，已经从战略、技术、产品快速向市场和商

业模式传导开来。一位来自上海的投资者指出，“可以想象，在长

虹的家庭互联网平台上，电热壶开了可以在电视上弹信息提示；

冰箱里鸡蛋还剩 2个的时候会自动在电视、手机上提醒，加一个
摄像头可以实时看冰箱内部……这不但可以引爆电视，还能带动

整个长虹产品线发展。未来，还可以联上汽车、社区、街道、城市，

CHiQ就像 USB一样作为通用接口，4G就是物理网络。”

行业展望

方太将高端厨电

与品质生活融为

一体，引发追捧。

互联网化、智能化、本土化、高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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