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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力主动调低空调营收 赢利水平未降
营收的大幅减少，正意味着格力

电器的空调销售业绩惨淡，企业似乎
进入了下滑期。

朱江洪隐退，格力电器进
入董明珠时代时，是 2012
年。同一年，美的创始人何享
健“交棒”方洪波，美的集团开
始了职业经理人时代。格力
电器和美的集团同为以空调
业务起家的传统家电企业，一
直被相互比较，某种程度上不
分胜负。近日，格力电器公布
2015年业绩，相比上年下滑
29.04%，而美的集团2015年
业绩同比仅微跌2.28%。从
总营收上，美的集团已经超过
格力电器。而在主营业务空
调上，格力电器是否也会将第
一的位置让给美的？

本报讯 据IHS公司研究显示，有源矩阵有

机发光二极体（AMOLED）显示屏由于成本下降

以及产能提升等因素，在消费电子终端设备上广

泛应用，并迎来快速发展的新阶段。尽管液晶显

示屏（LCD）技术仍然是显示行业的主导技术，但

是 2016 年 AMOLED 屏幕出货量较去年同期将

上涨 40％，达到 3.95 亿台，其营收预计将增长

25%，达到150亿美元。

IHS Technology显示技术领域高级总监谢

勤益表示：“相比液晶显示屏，AMOLED 屏的结

构更简单，而且 AMOLED 采用聚合物柔软材质

基板，柔性更大，可弯可卷。鉴于有机电致发光材

料可以通过可溶性印刷工艺制造，这意味着

AMOLED的制造成本有可能大幅下降。”

在2015年，AMOLED面板产量不断提高，尤

其在智能手机、智能手表、车载显示器、家用电器

及近眼虚拟现实（VR）设备和电视等领域应用广

泛。在谢勤益看来，产量提高和成本降低这两个

因素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设备制造商在其产品中

使用AMOLED显示屏。

举例来说，三星电子在其专有的Galaxy系列

高端智能手机上坚持使用 AMOLED，以此展示

三星的特色。2016年，5英寸高清（HD）、5.5英寸

全高清（FHD）、5.5 英寸和 6 英寸宽四倍高清

（WQHD）面板将成为 AMOLED 智能手机屏幕

市场增长的主要动力。

2016 年，AMOLED 在智能手机屏幕上的市

场渗透率有望从2015年的17%上升到21％。据报

道 ，2017 年 下 半 年 ，苹 果 公 司 正 在 考 虑在新

iPhone 手机上采用 AMOLED 面板，取代当前所

用的低温多晶硅薄膜晶体管（LTPS-TFT）液晶

显示技术。谢勤益认为：“如果苹果开始大规模使

用 AMOLED 屏幕，那么这种转型将被视为柔性

手机外观发展的一个里程碑。”

根据 IHS OLED 显示屏市场报告显示，

2016年OLED电视的出货量将进一步增加，这得

益于 OLED 工艺流程改进、生产效率提升，以及

有机发光材料性能进一步完善。事实上，LG 的

OLED电视已经采用了65英寸超高清显示屏，从

而带领 AMOLED 进入高端电视市场。IHS 预计

2016 年 OLED 电视显示屏出货量将达到 90 万

台，同比激增125％。

AMOLED 屏在外形轻薄和高分辨上的优

势，使得平板电脑和笔记本电脑成为其另一个重

要市场。预计今年的便携式电脑市场，将出现 8

英 寸 和 9.7 英 寸（QXGA）显 示 器 和 12 英 寸

AMOLED 面板。许多电脑品牌都计划从 2016年

开始在笔记本电脑和二合一可转换便携式电脑

机型上使用AMOLED技术。因此，2016年便携式

电脑AMOLED面板的出货量预计将达到860万

台，同比增长63％。

在响应速度和省电方面，AMOLED 也具有

优势，因此在虚拟现实（VR）和增强现实（AR）设

备上，AMOLED 倍受青睐。AMOLED 显示屏和

硅基 OLED 微显示屏都可用于近眼显示设备，

2016年这两者的销量预计将同比增长 119％，达

到360万台。

谢勤益表示：“在未来几年内，汽车上也将配

置 AMOLED 中央信息显示屏。”他表示，AMO-

LED显示屏在汽车显示器上将大有作为。除以上

所述的应用领域外，AMOLED在工业设备、家用

电器、数字标牌和广播设备等方面也蕴含巨大发

展机遇。 （文 编）

AMOLED增长将成为显示屏行业亮点

本报讯 在今年的 5·17 国际

信息与通信日，天猫将首次与三大

运营商结盟，共同打造通信狂欢

节。在5月15~5月17日期间的“狂

欢节”上，天猫将联合三大运营商及

代理商，推动全品类服务、全渠道分

销和精准营销。业内人士认为，从

活动范围、活动规模以及通信电商

化的模式来看，5 月 17 日或将成为

国内通信行业发展的一个重要节

点，完成从传统营销到互联网化交

付的蜕变。

据了解，这是三大运营商首次

与天猫结盟，四方在活动中将完整

呈现整个电信服务的交付和分销链

条，涵盖充值、装宽带、合约机、号卡

等业务，结合在线分销天机系统和

天猫的身份认证，以提升用户体验，

造就全新的通信新业态。

通信电商化或迎新契机。电商

成功最关键的要素是流量和交易体

验。这么多年，运营商在自己开发

的网厅上，始终是试水的状态，归根

结底还是在于运营商缺少独立建设

一套完整电商体系的基因。

今年 4 月，阿里对外宣布了全

财年的电商交易额（GMV）突破 3

万亿元，零售平台年度活跃买家达

4.07亿人。这其中电信业务占2000

亿元。如此庞大的销售数据绝大多

数来源于充值业务。对此有业内分

析人士指出，阿里零售平台强大的

平台转化能力为通信线上服务的发

展创造了新的机遇。这主要源于两

点，一方面，天猫原有通信模块已经

具备成熟的消费群体和用户消费习

惯；另一方面，传统运营商业务转型

需求迫切，双方的合作一拍即合。

从地面营业厅走到天猫，意味着新

业务在互联网技术的催化下可以创

造出更多玩法。

天猫需要付出巨大努力。电信

服务从线下走到线上，最大的难题

是它的非实体化，要想实现良好的

用户体验，必须要有非常强大的业

务支撑体系。行业专家认为，打造

5·17通信节，天猫营业厅还需为此

付出巨大的努力。

电信服务需要极高的信用和身

份识别，线上如何方便又权威地实

现是一个最大的难题。传统方式是

身份证拍照上传，线下收复印件再

开通，实际上并不简单。阿里本身

具有一系列的开店验证、OCR证件

识别、人脸检测、声线认证、活体认

证等一系列方法，而如何将这些认

证手段赋能商家，需要天猫营业厅

和相关部门的不断沟通。目前来

看，在线售卡和实名认证环节已经

打通。另外，除了基础通信资源的

全面赋能，运营商和天猫的合作还

将涉及一项重要合作内容，精准化

运营。当天猫营业厅打通阿里各个

产品后台数据后，在阿里旅行、淘

宝、聚划算等众多业务的支持下，预

测用户所处情景并精准推送通信服

务成为通信接入阿里生态后获得的

独家优势。

鉴于 5·17 是三大运营商和天

猫联盟的首次合作，从活动范围、

活动规模以及通信电商化的模式

来看，三大运营商的电商聚合预示

着 5 月 17 日或将成为传统通信行

业的一个重要节点。 （依 文）

三大运营商齐聚天猫发力通信电商化

本报讯 在 2016 年美国显示

周（SID Display Week）上京东方

将展出多款全球首发产品。其中，

京东方将携手增强现实领域顶尖企

业美国Meta公司，联合展出全球首

发AR新品。

据悉，早在2014年9月，京东方

就注资了由“增强现实技术之父”

Steven Feiner 和“穿戴式计算之

父”Steve Mann创办的Meta，快速

跨入 AR/VR 产业领域。本次将于

美国 SID 展亮相的 AR/VR 产品是

京东方与 Meta 携手打造的全球首

发新品，将为大众带来极具未来感

和科技感的视觉体验。

AR/VR 技术需要搭载超高清

显示产品，配备强大数据运算能力

的软件系统。目前，京东方在 AR/

VR 显示器件所需的高分辨率、高

刷新率、超快速响应技术3个方面，

已掌握核心技术，并成立 VR/AR

研究所，从软件、硬件、内容等多方

切入，逐步形成创新能力；同时，通

过多元化策略和渠道，探索与驱动

集成电路等上游厂商的深度合作，

开发完整的系统解决方案。（凌文）

京东方携手Meta将推AR/VR新品

本报讯 近日，LG 电子宣布

2016 年 第 一 季 度 的 营 业 利 润 为

5052 亿韩元（约合 4.2025 亿美元），

销售额较上年同期的 13.36 万亿韩

元（约 合 111.2 亿 美 元）增 长 了

65.5%。其中，LG电子家用电器及空

调解决方案事业部本季度的营业收

入最高，达到了 4078 亿韩元（约合

3.3923 亿美元）；LG 黑色家电事业

部的营业利润为3352亿韩元（约合

2.7884亿美元），均较之去年同期实

现大幅增长。

据悉，LG电子家用电器和空调

解决方案事业部第一季度的销售额

为 4.22 万亿韩元（约合 35.1 亿美

元），同比增长 4%。LG 移动通信事

业部的第一季度销售额为2.96万亿

韩元（约合 24.6 亿美元），比去年同

期下降 15.5%。智能手机的发货量

为1350万台，与上年同期及上季度

相比均减少12%。LG家庭娱乐事业

部实现了4.33万亿韩元（约合36亿

美元）的收入，较去年第一季度下降

了2.3%。

据透露，随着 LG 立足高端战

略并推出LG SIGNATURE产品、

LG G5 智 能 手 机 和 4K 超 高 清

OLED电视，LG的全球销售总额和

赢利能力有望在第二季度上扬，收

入实现两位数增长。 （范 范）

LG电子第一季度销售额增长65%

本报讯 5月6日，广东万和新

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和博世集团热力

技术事业部在北京宣布，将共同筹

建合资公司，致力于热水器产品的

研发和生产。万和与博世将对该合

资公司分别持有一半股权。

据悉，成立合资公司后双方将

全面整合各自在热领域的技术。届

时，博世将对旗下多个中国工厂的

多条产品生产线，包括家用电热水

器、热泵热水器和太阳能集热器迁

往万和目前位于佛山、合肥的生产

中心，以便筹备合资企业的生产工

作。截至2016年年底，该合资公司

将吸纳 1000 名万和员工投入到电

热水器及其他家用热水产品的生产

工作当中。万和品牌与博世品牌的

产品预计于 2017 年年初在全球市

场全面铺开。

万和董事长叶远璋透露，双方

合作生产的产品将首先推往亚太

国家。 （邱 文）

万和博世热力成立合资公司

本报讯 近日，安赛捷中国在

北京召开“回归”主题发布会，第一

款专为家庭推出的小依休亲情管家

2.0版正式对外发布。

通过三大服务板块，包括家庭

成员之间私密的亲情交互板块、家

庭成员间的防护板块以及致力于带

给老年人健康晚年的“大养生”栏

目，小依休为家庭打造一个掌上的

互联网·家。通过小依休可以帮助

家人建立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

安赛捷中国董事长袁炜栋谈到

亲情管家的初衷时表示，小依休尝

试帮助人们和家人重新建立一种更

紧密的联系。据了解，小依休服务

平台正在搭建一个家庭服务的生

态圈。小依休亲情管家呈现给用

户的看似只是一个简单 APP，但是

它背后却是一个庞大的体系——

服务平台自建、线下实体服务资源

对接、智能应用研发以及即将配套

的智能硬件。 （勇 文）

小依休服务平台2.0正式发布

近四五年，格力电器在空调业

务上的老大地位无人能颠覆。

据市场调查公司中怡康监测，

2015 年格力电器、美的集团各占

国 内 空 调 市 场 份 额 的 28% 和

24.5%，分居第一和第二的位置。

数据看似接近，但是从双方公布的

年报数据看，格力电器的空调营收

比美的集团的高出 192 亿元，而

2015 年的数据也最接近双方真实

的水平。某咨询公司的分析师曾告

诉记者，格力电器自营专卖店的数

据没有纳入他们的监测范围，所以

公开的市场份额数据其实并没有反

映格力电器空调的真实市场占有

率。而张彦斌给记者大致估算的格

力空调市占率约在40%左右。

格力空调遥遥领先美的空调的

真实原因在于口碑和渠道。格力空

调在市场上的认可度，也就是口

碑，在各家的空调产品中是佼佼

者。一向低调的美的集团董事长兼

CEO 方洪波曾经谈到，传统空调

行业的制胜之道无非是多年的口

碑，也就是所谓品牌，这种口碑优

势是累积的。美的空调无论是内

销、海外，产品质量，未来的布

局、国际化、技术、研究等等都不

输竞争同行，但是品牌还需要漫长

的积累。

至于渠道，美的空调强烈依赖

苏宁、国美、大中以及各地方省市当

地的连锁店和卖场，自建的专营店

是从 3 年前才开始的。而格力电器

的自有专卖店覆盖到全国县一级，

并不依赖大卖场和零售连锁，市场

议价能力高于美的。中怡康高级经

理魏军告诉记者，美的空调和格力

空调的专卖店分别约 1 万家左右，

不同的是，格力的店面基本是自有

专卖店，而美的的店面大部分是零

售连锁店里设的。

所谓东方不亮西方亮。虽然空

调上美的集团这几年一直被劲敌格

力电器所压，但是其他业务上，美的

集团却是胜过格力电器。

美的集团的多元化转型非常成

功。方洪波谈到，美的集团的转型实

际上从2011年就开始了，算是走得

比较靠前的。这两三年，当格力电器

深受整个空调市场环境影响的时

候，美的集团则因为多元化路线而

成功避开了不利影响。2015 年，美

的 集 团 小 家 电 业 务 比 重 上 升 到

25.6% ，冰 箱 业 务 比 重 上 升 到

8.25% ，洗 衣 机 业 务 比 重 上 升 到

8.68%。电饭煲、电磁炉、电压力锅、

电水壶等小家电产品在全国的市占

率均排第一。同时因为这些多元化

的白电产品，美的集团营业收入早

已超过千亿元，也比格力电器高出

400多亿元。

而格力电器在生活家电和空调

上下游零配件的业务上却一直伸展

不开，徘徊在 20 亿元以下的水平，

和公司整体营收比较起来可有可

无。格力电器继续做好空调业务是

一方面，重要的是，在空调市场见顶

的同时，如何打好多元化的牌。所

以，董明珠急切带领格力电器进军

手机、汽车、机器人领域，是多元化

发展的必须，一点也不意外。

格力电器 2015 年业绩大幅下

滑，业界反应不一。公布的财报显

示，格力电器营业收入 977 亿元，

同比减少 29.04%，空调业务营收

837亿元，同比减少 29.49%。空调

业 务 占 据 格 力 电 器 的 比 重 高 达

85.65%，空调营收相比上年整整减

少350亿元。

而相对应的，美的集团 2015

年营业收入 1384 亿元，同比减少

2.28%；空调营收 645 亿元，同比

减少 11.3%。空调业务占据美的集

团的比重持续下降，2015 年已经

降到了 46.58%。美的集团的多元

化战略转型效果在空调调整时期逐

渐显现。

这几年，空调市场一直处于调

整期。据中怡康测算数据显示，2015

年我国空调市场零售额同比下滑

5%。中低端空调产品由于同质化严

重，处于激烈的价格战中，也波及到

利润稍高一点的高端空调，空调产

品利润整体下滑，空调企业去库存

的压力也很大。

奥维咨询研究院院长张彦斌告

诉《中国电子报》记者，2015年中国

家庭消费者的家用空调更新升级的

消费需求超过了新购入需求，升级

需求通常小于尝试一种新产品的需

求，这就意味着如果没有革命性的

产品出现，那么空调市场的增长将

长期处于低幅或是不增长。

主营业务空调占比近九成的格

力电器，受到了空调市场转折调整

的直接影响。从格力电器公布的财

报数字上看，营收的大幅减少，正意

味着格力电器的空调销售业绩惨

淡，企业似乎进入了下滑期。

过去的4年，格力电器进入5年

“赶超英美”的飞速发展阶段。2012

年，格力电器营业收入达到1000亿

元，董明珠提出此后 5 年再造一个

格力，每年格力业绩将增加 200 亿

元。2013年和2014年果然如董明珠

所愿，营业收入分别达到 1186 亿

元、1377亿元。

格力电器的业务结构非常简

单，只有空调、生活电器和其他（包

括压缩机、电机、模具等）。分析下格

力电器的各项业务情况，2012 年、

2013 年、2014 年，生活电器的营收

分别是15亿元、16亿元、18亿元；其

他类的营收分别是 9 亿元、9 亿元、

22 亿元，到了 2015 年，这两项基本

也没多大变化。主要的变化就是在

空调业务上，2015 年之前的两三

年，空调业务以 140 亿元上下的速

度增长，而到了 2015 年，一下子减

少了350亿元。

然而，张彦斌却告诉记者，调整

业绩是格力电器主动释放风险的表

现。从格力电器的经营状况看，营收

虽然大幅减少，可是其赢利水平却

在持续提升。2015年格力电器净利

润率 12.9%，比上年多了 2.6 个百分

点。而且之前的4年，赢利水平也是

在提升。“这说明格力电器是赚钱

的。”张彦斌表示。

那么，为何空调营收大幅减少？

张彦斌称这只是账面上的游戏。业

界在传，格力电器为了实现每年增

200 亿元的目标，将空调产品搬到

经销商的库房，账面上显示销售出

去了，算入了营业收入中，而实际上

并没有销到消费者手中，只是增加

了经销商的库存而已。2015年格力

电器将营收调整到 977 亿元，是为

了集中释放过去几年的风险，回归

其真实的水平。

不过，这一调整，并没有影响

格力电器赢利。“说格力电器走下

坡路是不恰当的评论，他的竞争力

仍然很强，特别是在空调上。”张

彦斌说。

格力空调营收大幅下滑

主动释放风险or玩账面游戏？

空调地位并无悬念 多元化博弈有待观察
当格力电器深受整个空调市场环

境影响的时候，美的集团则因为多元
化战略成功避开了不利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