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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电市场回暖，空调热迎“盛夏” 以冰箱、空调为代表的制冷产品开始扭转
之前的低迷态势，整体市场开始回暖。

GfK家电事业部

消费者对多门、对开门冰箱、

滚筒洗衣机的选择或者说对变频、

大容量产品的选择，确实是可以看

到产品结构在升级，但是产品结构

的升级真的算是消费力的升级吗？

答 案 并 不 是 肯 定 的 。 据 捷 孚 凯

（GfK 中国） 全国零售监测数据显

示，2017年 1月到 5月，冰箱、洗

衣机、空调均价分别上涨 0.1%，

1.3%，0.9%，可以说是持平。从具

体产品内部看细分市场，多门冰

箱 、 对 开 门 冰 箱 均 价 同 比 下 跌

8%、9%，洗干一体机均价下跌

14%，可见产品结构升级并没有带

来市场均价的明显提升。目前的产

品结构升级是以价格不变甚至是降

价的同时加载更多功能卖点换来的

高性价比的结构升级，从零售额和

市场均价看并没有因产品结构升级

而受益。

从价格段角度来看，以洗衣机

为例，市场中低端产品的规模一直

在增加，高价格段产品的规模处于

稳中有升的态势，但增加的规模和

速度不如低端产品。这表明消费者

对于洗衣机的消费能力并未提高，

厂商在产品结构升级过程中也没有

获得额外附加值。此外冰箱市场亦

是如此。

消费力升级才应是家电行业共

同的诉求。目前来看，厂商这种性

价比的比拼符合当今消费者要求更

高品质产品的消费意识，消费者不

需要比原来多花钱，就可以买到更

好、更多功能的产品，推动了产品

的结构升级。但从盈利的角度看，

这样的产品结构升级并不能为商家

带来更大的利益，成本压力下这种

性价比战争还可以持续多久？商家

都是追逐利益而生，因此未来如何

让中高端产品通过额外附加值获取

利润，让家电消费力实现真正的升

级才是值得深思的，也是整个家电

行业共同的诉求。

家电业期待产品结构升级带动消费力升级

2017年已然过半，白电
市场受益于地产市场的后续
消费与更新换代的需求迎来
回暖。在厂商性价比竞争的
推动下，白电产品结构升级
持续且明显，但究其背后，市
场均价和价格段并未带来提
升。如此以性价比换来的升
级并不能为企业带来更多利
益，也并没有实现真正的消
费能力的升级。

2017 年 1 月至 5 月，白电线下

市场的跌幅放缓，在线市场持续大

幅上涨，整体来看以冰箱、空调为代

表的制冷产品开始扭转之前的低迷

态势，整体市场开始回暖。据捷孚

凯（GfK中国）全国零售监测数据显

示，2017 年 1 月至 5 月，全国冰箱、

洗衣机、家用空调零售市场零售量

同比分别上涨3%、7%、27%。

如此回暖态势主要受宏观经济

和房地产市场的带动。一方面，

2017 年上半年度 GDP 保持稳健运

行的状态，同比增长7%，高于预期，

对消费来说是环境利好。另一方

面，房地产市场过去两年先后经历

了限购放开、首付比例降低、利率下

调、契税减免四次宽松政策，购房门

槛下降助力刚性需求释放，国家统

计局公布的2016年数据显示，商品

房销售面积比上年增长 23%，受益

于2016年房地产市场火爆，作为后

续消费的家电市场也正出现回暖。

白电产品中，空调的涨幅遥遥

领先。家用空调零售量和零售额

都有两位数的同比增长（近 30%），

究其原因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空

调是单房多台的商品，目前家庭配

置空调会在卧室和客厅都分别配

备一台，如果是二室一厅的房子则

至少会配置两到三台。因此从房

地产市场带来的后续家电消费角

度来看，空调从需求数量上来说就

会要高于冰箱和洗衣机。另一方

面，空调在过去“家电下乡”、“以旧

换新”和“节能补贴”的政策时代有

很好的销售，而随着产品更新换代

和消费者对节能省电的需求，空调

产品也陆续开始更新换代，加之

2017年天气的原因，空调迎来销售

的“盛夏”也不足为奇。

竞争推动产品结构持续升级 整体市场均价呈现出上升趋势，产品结构
持续升级的主要推动力来自厂商。

产品结构升级并未带来消费能力升级 消费者对洗衣机的消费能力并未提高，厂商
在产品结构升级过程中也没有获得额外附加值。

在市场回暖的环境下，三大白

电零售额的同比表现均优于零售

量，整体市场均价呈现出上升趋

势。一方面，厂商面对成本上涨的

压力进一步调整自身结构和低利润

产品价格，以期经营质量的提升。

另一方面，白电整体市场产品结构

升级趋势明显。

据捷孚凯（GfK中国）全国零售

监测数据显示，2017年 1月至 5月，

多门及对开门冰箱零售额占比同比

提升 8 个百分点，滚筒洗衣机零售

额占比同比提升近5个百分点。这

主要来源于新增及替换需求的释

放，加之替换产品价格下探受到消

费者青睐，加速了家电产品结构的

升级。多门、对开门冰箱及滚筒洗

衣机作为冰洗市场的主力替换产

品，零售额占比均过半。

细分产品来看，2017 年白电市

场所有品类厂商都在推动变频产品

的普及。从洗衣机市场来看，滚筒

洗衣机比重的提升有力带动了变频

洗衣机份额的上涨。另外，随着变

频波轮洗衣机价格的下探，波轮洗

衣机中的变频产品的份额也成为了

新的发展点，得到了厂商的重视。

从冰箱市场来看，低价位段多门对

开门带动变频产品价格下探，伴随

着冰箱产品结构升级，加速变频产

品的推广。此外，2016年10月份实

行的新能效标准也为冰箱变频市场

添了一把柴，作为降低冰箱能耗的有

效方式之一，变频冰箱的布局成为厂

商抢占低能效市场的焦点。从空调

市场来看，变频空调在中端价位段对

定频产品有替代趋势，产品结构升

级明显。另外，一级能效与二级能

效产品压缩机成本差距降低，加之

国产厂商的推动，变频一级能效产

品更具竞争力，同比增长迅猛。

产品结构持续升级的主要推动

力来自厂商。面对愈发激烈的市场

竞争，家电厂商为了保持营业额，更

多地选择从原来的“价格战”转而在

原有价格不变的前提下给产品增加

更多的功能配置来参与竞争，即同

等价位产品更具性价比。除此之

外，消费者理念的升级也影响着白

电市场。例如净化与健康的理念，

使得自清洁与除PM2.5空调以及带

杀菌功能和实物分区概念的冰箱得

到了发展。随着消费者对家居设计

要求的提升，厂商也通过提供超薄

洗衣机、圆柱形空调予以回应。智

能模块几乎成了空调新产品的标

配，在洗衣机和冰箱产品的配置比

重也在不断提升。消费者与厂商之

间的互动，推动了白电产品整体的

升级。

本报讯 近日，欧洲议会批准

了旨在削减用于暖通、空调和制冷

领域的氢氟碳化物（HFCs）的《蒙特

利尔议定书》基加利修正案。

去年10月，全球达成旨在削减

HFCs的《蒙特利尔议定书》基加利

修正案。7月5日，欧洲议会批准基

加利修正案，使得该修正案距离正

式生效更进一步。

欧盟最终能否采用基加利修正

案仍然悬而未决，因为该修正案需

要作为《蒙特利尔议定书》缔约方的

欧盟28个成员国共同批准采用。

基加利修正案将于2019年1月

1日生效，前提是要有至少20个《蒙

特利尔议定书》缔约方批准该修正

案，如果第20个国家批准的日期晚

于 2019 年 1 月 1 日，则需要在第 20

个缔约方批准的90天后生效。

因此，欧盟一部分成员国批准

基加利修正案，将足以催动该修正

案生效。

目前，已有两个国家批准了基

加利修正案：马绍尔群岛于3月2日

批准，马里于3月31日批准。

基加利修正案于 2016 年 10 月

15 日达成，该修正案对《蒙特利尔

议定书》的 197 个缔约方具有法律

约束力。发达国家将率先进行这类

强效温室气体的削减，这些国家将

从 2019 年开始在基线水平（2011~

2013年的均值）上削减10%，到2036

年削减85%。

发展中国家分为两组：第一组

包括中国和非洲国家在内的大部分

发展中国家，将在2024年冻结HF-

Cs 消费，并从 2029 年启动削减进

程，包括印度、伊朗、伊拉克、巴基斯

坦和海湾国家在内的小部分发展中

国家可以延缓 HFCs 冻结和削减；

第二组发展中国家将从 2028 年冻

结 HFCs 的使用，从 2032 年开始削

减HFCs消费量。

基加利修正案中列出的需要削

减的 HFCs 种类包括 R134、R134a、

R143、R245fa、R365mfc、R227ea、

R236cb、R236ea、R236fa、R245ca、

R43-10mee、R32、R125、R143a、

R41、R152、R152a、R161 和 R23。

一些由常用的HFC物质组成的HFC

混合物，比如R404A和R410A，也在

基加利修正案的管控范围内。

基加利修正案作为旨在应对气

候变化的《巴黎协定》之后的一项具

体国际公约，受到了暖通、空调和制

冷行业的广泛欢迎。

在很多应用领域，天然工质作

为一种既适应市场又高效节能的制

冷剂，已被广泛接受用来作为HFCs

的替代品。 （文 编）

欧洲议会批准基加利修正案 推动削减HFCs消费量

本报讯 据工信部消费品工业

司近日披露，1~5 月家用电器行业

运行良好，其中房间空气调节器生

产增长高达19%。

生产方面，1~5 月份家用电冰

箱累计生产 3949.6 万台，同比增长

10.5%；房间空气调节器累计生产

8252.3万台，同比增长 19%；家用洗

衣机累计生产 3143.6 万台，同比增

长4.4%。

值得关注的是，5 月当月房间

空气调节器生产 1870.6 万台，同比

增长 24.6%。此外，家用电冰箱生

产 848.5 万台，同比增长 6.3%；家用

洗衣机生产 586.7 万台，同比增长

2.6%。

销售方面，1~5月，家电行业产

销率 95.5%，同比增长 0.5%；累计出

口交货值 1723.3 亿元，累计同比增

长 13.9%。其中，5 月当月，家电行

业产销率 95.4%，同比增长 1.2%；出

口 交 货 值 379.4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3.2%。

此外，家电行业经济效益显

著。统计显示，1~5 月家用电器行

业主营业务收入 6429.8 亿元，累计

同比增长 15.9%；利润总额 390.2 亿

元，累计同比增长9.6%。（文编）

1~5月份家用电器生产旺盛

本报讯 7 月 11 日，天猫与美

的集团签署了 2017 年度战略合作

协议，美的将在天猫完成超 200 亿

元，同时在大数据、全渠道、消费者

运营等新零售业务上深化合作。

数据显示，2016 年年底，美的

在天猫单渠道年销售额率先突破

100 亿元。据了解，通过天猫数据

银行，美的将线下及线上渠道的消

费者人群与天猫用户进行匹配。消

费者每次与美的互动产生的数据都

会沉淀至美的私有的数据银行，让

消费者数据资产变得可评估、可优

化、可运营，最终实现消费者数据资

产的激活和增值。

作为最早启用天猫数据银行的

商家，美的经过大半年的数据沉淀，

在今年天猫618中表现抢眼。天猫

618首日，美的成为首个破亿品牌，

618 当天，美的系全品类、大家电、

小家电成交金额均为行业TOP1。

除了发力消费者运营，2017 年

双方还将聚焦渠道下沉，扩大乡村

销售规模。继 2016 年美的全品类

加入村淘销售，今年将美的天猫店

铺的商品同步到村淘，打通全品类

商品线上线下售卖模式，进一步扩

大村淘销售。

双 方 还 将 加 强 线 上 线 下 融

合，打通全渠道业务。目前，美的

全渠道业务已经初步跑通。其中

美的空调和热水器在江苏、浙江、

天津等区域试点，商场同款天猫

旗舰店同步发售，实现门店送装

一体，协同菜鸟网络，配送时效最

快当日达。 （文 编）

天猫美的战略合作签200亿元大单

本报讯 日前乐视网发布晚

间公告称，贾跃亭将辞去乐视网董

事长一职，同时辞去董事会提名委

员会委员、审计委员会委员、战略委

员会主任委员、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委员相关职务，退出董事会，辞职后

将不再在乐视网担任任何职务。

公告称，经过提名委员会审

核，提名孙宏斌先生、梁军先生、张

昭先生为公司第三届非独立董事，

任期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至第三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不过，贾跃亭仍将是乐视网

的第一大股东。他还在乐视网中

持有 25.67%股权，即便他在乐视

影业中一点都不剩，重组完成后，

他仍会在乐视网中持有超过 20%

股权，领先于孙宏斌。乐视超级

汽车官方微信公众号宣布，贾跃

亭将正式出任乐视汽车生态全球

董事长一职，全面负责汽车融资、

全球化管理团队搭建、公司治理、

产品研发测试及生产保障等方面

工作，率领乐视汽车生态继续按

照既定战略，实现变革百年汽车

产业的梦想。这也意味着，孙宏

斌方将全面进入乐视网，贾跃亭

则投入汽车领域。

目前，招商银行申请冻结贾

跃亭等人 12 亿资产；多家法院已

冻结更多乐视系资产；平安银行、

中信银行、北方国际信托、民生信

托、中航信托等金融机构也被发

现卷入了乐视资金风波；贾跃亭

所持乐视网股权几乎全被冻结，

市值约 159 亿元。 （文 编）

乐视网董事长贾跃亭辞职

本报讯 苏宁在南京新街口淮

海路68号的苏宁生活广场将于7月

15日开启国内首家汽车超市，继搞

金融、开银行、卖手机号、推广自有

品牌家电、跨界体育营销等一系列

新玩法后，传统家电连锁出身的苏

宁云商再次跨界。

据悉，在这个 1500 平米的“巨

大车库”里，既有玛莎拉蒂、阿尔法

罗密欧、凯迪拉克等“壕车”品牌，同

时兼具宝马、奥迪、别克等深受消费

者青睐的大众品牌，穿行其间，消费

者可以像逛超市一样体验林林总总

上百品牌的高、中、低档车型。

苏宁方面表示，汽车超市作为

苏宁对 O2O 汽车消费模式的新探

索，新街口店只是开始，下一阶段将

在全国开设至少 100 家汽车超市，

“我们不仅卖车，还提供汽车融资租

赁、汽车配件、售后维修、汽车保养、

二手车交易等一系列服务，将从根

本上优化现有汽车消费模式，大幅

提升用户体验”。

在苏宁汽车超市里，消费者不

仅可以选购或租赁汽车，同时可以

采购一应俱全的配套设备，如座椅

靠垫、汽车润滑油、婴儿座椅、清洗

用品、车灯、行车记录仪、导航仪

等。“以前，消费者在4S店买润滑油

非常贵，而网上买便宜的又不放心，

现在在苏宁汽车超市，大可像挑选

洗衣粉一样选购润滑油，方便又省

心，”对于这种一站式的配套服务，

苏宁方面十分自豪。 （文 编）

苏宁跨界开国内首家汽车超市

本报讯 日前，中国人民大学

中国商标品牌研究院发布《2016 沪

深上市公司商标品牌价值排行榜》，

在沪深上市公司商标品牌价值总榜

上，格力电器以 453.95 亿元位列榜

单的第14位，并在家用电器分榜中

排名第一。

据悉，该《排行榜》综合考虑了

品牌收益与品牌强度表现，通过消

费者评价、品牌建设投入与品牌管

理三大类要素的有机结合，以上市

公司的公开财务数据为基础，运用

科学的评价方法与客观数据，对其

商标品牌价值进行测算，多角度考

察企业商标品牌价值构成核心要

素，客观反映沪深上市公司的企业

商标品牌价值，旨在立足中国上市

公司品牌运营现状，发现和揭示企

业商标品牌价值。

在家用电器行业分榜中，10 家

上榜企业分别为格力电器、美的集

团、青岛海尔、TCL 集团、老板电

器、小天鹅、海信电器、苏泊尔、九阳

股份、海信科龙，10 家企业的商标

品牌价值之和超过1500亿元，其中

美的集团的商标品牌价值为418.72

亿元，青岛海尔为317.06亿元，TCL

集团为 100.7 亿元。连同格力电器

在内，共四家家电企业的商标品牌

价值超过100亿元。 （文 编）

商标品牌价值榜格力居家电业第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