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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调业务被围剿
格力空调老大地位的稳固性，正面临

来自美的、海尔以及新锐上升品牌奥克斯
在各个细分市场和区域市场的“围剿”。

本报记者 闵杰

突围难见效，“牛企”格力还能坚挺几年？

2017年半年报公布，格
力的业绩牛气冲天：营收同
比增长40%，归上市公司净
利润同比增长48%。在美
的、青岛海尔和格力三巨头
之间，格力的归母公司净利
润 94.5 亿 元 ，比 美 的 的
108.1亿元略少、比青岛海
尔的 44.3 亿元则高出一
倍。作为家电行业最赚钱的
公司之一，格力依旧实至名
归。然而在骄人的业绩之
下，格力却越来越走向一条
封闭之路：陷在空调主业，难
以突围。照这样的形势发展
下去，格力最赚钱的家电企
业名号，或许很快将易主。

多元化策略难见效
在多元化道路上，无论是智能装备、

还是手机，都难以担当格力多元化战略的
大任。

海外市场显露疲态
格力既不努力开拓国际市场，也不拿

出资金并购国际大牌企业，显露出对国际
市场的淡然。

格力常务副总裁黄辉日前接受

媒体采访时评价：2017 冷年是近

十年来空调行业景气最好的一年。

这个判断既来自研究机构的数据，

也来自格力自身的感受。因为景气

最好，格力今年上半年的业绩表现

靓丽。

国家信息中心统计数据显示，

2017 冷年我国空调市场整体销售

量5622万台，同比增28.5%；整体销

售额同比增30.5%。格力2017年半

年报显示，格力的空调营收在 2017

年上半年达 546 亿元，同比增长

30.14%，与大盘同步。而在 2016年

上半年，格力的空调营收还处于同

比减少的状态。

与美的、海尔比较起来，格力在

空调市场并没有表现出特别的地

方。2017冷年，大部分空调企业业

绩都不错，美的、海尔和格力这三家

空调市场的前三强，在空调业务上

均呈现销售额大幅上涨态势。

美的 2017 年半年报显示，其

空 调 营 收 500 亿 元 ， 同 比 增

41.5%。青岛海尔 2017年半年报显

示，其空调营收 163.2 亿元，同比

增 68.94%。如果从营收上看，格

力的光芒正被美的、海尔给比下

去。美的空调营收的增速比格力快

11 个点；海尔空调营收的增速更

比格力快 39 个点，高出一倍多。

美的与海尔正加速追赶格力，而作

为空调双寡头之一的美的，正在缩

小与格力的差距。如果按照美的目

前 的 发 展 速 度 ， 一 年 之 后 ， 即

2018 年上半年，美的空调营收即

与格力追平。

如果从利润上看，格力虽然是

目前最赚钱的空调企业，但其盈利

能力正面临挑战。2016年上半年，

格力空调的营业成本大幅减少，使

得其毛利率增长 9.06%。而在 2017

年上半年，由于经营成本上升，其毛

利率反而比上年减少 1.89%。反观

海尔，今年上半年空调业务毛利率

同比增加 0.71%，营收增长快过成

本的增长，是为数不多的毛利率处

于上升状态的企业。

一年后，美的空调在规模上

将很快追平格力，同时海尔空调

在利润率上表现出的成长性，也

可能使其在几年后赶上格力。格

力空调老大地位的稳固性，正面

临来自美的、海尔以及新锐上升

品牌奥克斯在各个细分市场和区

域市场的“围剿”。

何况，以格力连续几年公布的

财报数据看，严重依赖空调业务的

单一经营结构，并没有得到多大改

善。财报数据显示，2016 年上半

年，格力空调营收占公司整体营收

的 85.4%，2017年上半年，空调营收

占比小幅下滑至78%。

去年以来，因为认识到自身业

务对空调的严重依赖所产生的风

险，以及从2014年以来空调市场遭

遇天花板导致的整个行业的低迷，

格力开始积极开拓除空调以外的业

务。在2016年上半年财报中，格力

的产品线仅有空调和生活电器两

项。在2017年上半年财报中，格力

的产品线则扩充到空调、生活电器、

智能装备和其他4项。

在多元化尝试中，智能装备成

为格力大举投入并高度重视的产品

线。2016年上半年，格力着手智能

装备布局，在珠海、武汉、杭州、成都

四地开建智能装备基地，产品涉及

工业机器人、机床、无人自动化生产

线等。在2017年上半年财报中，格

力智能装备营收达9.6亿元，同比增

长2765%。然而，利润却不容乐观，

毛利率仅 4.78%，比上年同期下滑

16.6%。同期，美的通过收购库卡合

并财务报表，在智能制造和机器人

业务上的营收直接跨越到 135 亿

元，净利润4.5亿元。海尔装备部品

营收 14.9 亿元，毛利率 15.5%，并且

还在上升中。

手机是格力开辟的另一条产品

线。从2015年推出一代，到2016年

推出二代，再到 2017 年推出第三

代，格力手机一直被业界评价为“屡

战屡败”。从格力商城统计的数据

看，格力手机累计销量不到 10 万

部，与动辄年销量千万部的其他品

牌相比，确实可以说在手机市场不

成功。

格力也想学海尔、美的，通过

并购或扩大市场、或跨界到其他领

域，比如格力对珠海银隆的多次并

购尝试。部分因为格力“一姐”董

明珠的爱炒作、高调和强势的个人

形象被普通民众不喜，所以珠海银

隆的中小股东否决了格力的并购

要约，使得格力做新能源电池、新

能源汽车的规划暂时搁浅。

由此分析，在多元化道路上，无

论是智能装备、还是手机，都难以

担当格力多元化战略的大任。眼

下，格力依旧在单一业务的困局中

挣扎。

从去年到今年，家电行业国际

化征程如火如荼，各大企业无不在

海外开疆拓土，寻找“第二春”。

然而，格力的海外市场显露疲态，

与其他企业差距拉大。

财报显示，美的国外营收在公

司整体营收中的占比，从 2016 年

上半年的40.4%上升到2017年上半

年的 44.4%。海尔境外营收占比，

从2016年上半年的28.7%大幅上升

至 45.2%。TCL国外营收占主营业

务收入的比重，在 2017 年上半年

达到44.8%。

对比来看，格力的国际化显然

不具备多大诚意。从内外销营收占

比来看，格力外销市场营收占比不

到20%，远低于美的、海尔和TCL

超过40%的比例。财报显示，2016

年上半年，格力外销营收占主营业

务收入的比重为 21.8%，2017年上

半年，这一比例下降到17.5%。

从内外销营收增速来看，格

力 外 销 市 场 正 在 放 缓 。 财 报 显

示，2017 年上半年，格力内销市

场营收同比增速达到 40.03%，远

高于外销营收增速的 14.5%，而

且，外销市场的增速还比去年同

期下滑了 10 个百分点，海外市场

并未保持与其内销市场同步发展

的趋势。

最近一两年，中国家电企业实

力壮大，积极拓宽海外市场，并购

和在海外建立分支机构的步伐加

快。随着我国“一带一路”倡议

的提出，不少家电企业将业务延伸

到倡议所涉及的国家和地区。可以

说，最近两年是我国家电企业海外

发展的黄金期。然而，格力海外业

务表现出的逆潮流而动，却是个微

妙的信号。

从格力的单一业务结构上说，

国内市场趋于饱和，正应在国外市

场加大力度。如果国外市场营收节

节攀升，也能一定程度分担格力单

一结构的风险。但格力既不努力开

拓国际市场，也不拿出资金并购国

际大牌企业，显露出对国外市场的

淡然。看来，格力似乎要在与珠海

银隆的并购拉力战中继续耗下去。

其实，如果退一步，看一看国际市

场，格力或许能发现一条更好的突

破路径。

洗碗机热了！这两年中国洗

碗机市场的年均复合增长率都在

100%以上。就在不久前，中国家

用电器协会理事长姜风信心满满

地表示，中国洗碗机市场的普及

水平完全可以赶上发达国家。高

速增长的背后，是洗碗机市场即

将爆发的普及红利，也是品牌发

力布局的速度竞赛。

近日，在美的媒体开放日期

间，《中国电子报》记者看到了即

将面市的美的高端嵌入式智能洗

碗机 X3。浸淫洗碗机行业 18 年

的美的，在国内率先提出并专注

于“好用的中式洗碗机”战略，对

于这款仅核心烘干技术就有 12

项专利的产品，美的给予厚望。在

美的内部，培育产品领先能力已

经成为重中之重。与以往一样，这

一次美的洗碗机依然希望通过技

术突破撬动市场。

是破局者，也是领先者

美的洗碗机销售负责人张新

科用“天时地利人和”形容当前的

洗碗机市场。各种利好促成了洗

碗机市场的爆发式增长，并反映

在数据上，近几年国内洗碗机市

场年均复合增长率超过100%，此

前仅有 2%。中怡康预测，未来几

年，国内洗碗机市场普及率有望

冲到30%。

家电行业有个规律，某品类

的普及率一旦突破 5%，其普及

就将进入“爆发点”。张新科的判

断是，明后年洗碗机就将迎来这

样的时刻。事实上，各大综合家

电品牌和专业厂商早已按捺不

住，各种洗碗机新品近年来如雨

后春笋般涌现。然而最终领先的

却是美的。

中怡康的监测数据显示，

2017年1~4月，美的洗碗机线上、

线下市场零售额分别同比增长

272.4%和 215.7%，远远超过整体

市场；从市场份额来看，美的洗碗

机线上、线下市场零售额份额同

比分别提升4个和2个百分点。其

中明星单品“美的范”免安装洗碗

机 M1 表现抢眼，3 月份刚发布，

次月便跻身当月线上畅销机型，

并登顶零售量冠军。

美的能够在洗碗机市场全面启

动前抢得先机，得益于两点。一是坚

持“中式策略”。相较欧洲，中国洗碗

机市场的需求更为苛刻和多元化。美

的从率先占位“中式洗碗机”到延伸

至“好用的中式洗碗机”战略，坚持研

发更符合中国消费者需求的产品，迅

速赢得本土市场。其次，依托亚洲最

大研发及生产基地的优势，美的洗碗

机在产品布局上拥有免安装、嵌入

式、台式、独立式等完整的产品线，适

应各种中国家庭结构、厨房环境的使

用及安装需求。

技术突破领导“中式创新”

即将面市的美的高端嵌入式智能

洗碗机 X3有一个细节引起了记者的

注意，不同于欧式进口传统洗碗机冷

凝烘干餐具会留有水滴，它搭载的热

风干燥系统能快速实现腔体与餐具双

重干燥，实现了中国消费者非常关注

的“洗烘存”一体。这是美的洗碗机继

3 月 AWE 发布的突破性免安装新品

后又一创新技术，也是美的基于本土

需求进行创新的最新范例。

美的中式洗碗机有几大基本的产

品创新维度，即“中国洁、中国篮、中国

范”——洁，是对于水流温度与冲刷角

度的调整；篮，是对碗篮深度和灵活度

的调整；范，则是适合中国厨房的尺寸

范式。从中可以看出中国厨房及饮食

环境的复杂和美的基于此进行“中式”

创新的不易。

在美的中式洗碗机的设计中，美

的对碗篮间距、碗篮深度、水流方向、

水流温度、残留物拦截、内部空间、外

部装修等都做了很大调整，以适应国

内市场。他们深入国内12个城市的几

千家用户进行调查，大到饮食习惯小

到碗碟摆放，中国消费者各种具体而

微的需求最终都体现在了产品中。

无论是针对中式重油污研发的旋

喷劲洗系统，还是针对中式餐具深浅

不一推出的弯折可调中式碗篮技术，

以及如今降低安装门槛的免安装洗碗

机，亦或是行业首创的蒸汽杀菌技术、

全球独创的热风风干系统，可以看出，

面对喧嚣的洗碗机市场，美的并没有

一味谋求规模扩张，而是与技术突破

并重，通过持续的本土化创新满足消

费者的需求。这种“中国化”路径的探

索，一方面丰富了消费者的选择，另一

方面降低了市场使用门槛，进一步加

速了洗碗机市场的普及。

美的洗碗机的“中国范”：

创新技术撬动市场

本报讯 8 月 29 日，由中国家

用电器商业协会、江苏省经济和信

息化委员会、江苏省商业联合会携

手海尔共同举办的江苏省首届家电

消费节（简称“消费节”）新闻发布会

在南京召开。本次消费节以“全球品

质，焕新江苏”为主题，主推海尔及

旗下高端品牌卡萨帝的十大“新经

典”产品，助力江苏用户实现品质生

活升级。

消费节上，海尔集团副总裁、

海尔中国区首席市场官李华刚展示

了海尔从上世纪90年代至今的10+

10 款新老经典产品，通过新旧经

典对比，消费者可以清晰地感受

到，海尔追求技术创新的初心始

终未变。而在从互联网到物联网

时代的更迭过程中，海尔的工业

互联网平台 COSMOPlat，使每一

位产品的使用者都可以参与到产品

的制造乃至研发过程中。江苏省家

电协会会长钱争鸣表示，家电、电

商等巨头聚焦江苏，正是看到了消

费升级中的 8000 万江苏人对绿色

节能、智能家居、品质生活的强烈

追求。 （季 辰）

海尔“新经典”产品助力江苏消费升级

本报讯 据悉，三星电子与LG

电子将携手合作，共同应对美国对

其的洗衣机反倾销调查。

今年 6 月，美国政府在惠而浦

公司的要求下，开始对外国洗衣机、

主要是由韩国企业制造的洗衣机进

行保护调查，以判定其是否损害了

美国工业的利益。

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ITC）定

于周四在华盛顿举行一场有关保护

调查的公开听证会。保护行动的采

取，是为了防止美国国内产业遭受

进口产品激增威胁或对国内生产造

成的损害。

据悉，三星与 LG 的官员将出

席听证会，辩称正在进行的保护调

查是不公平的，美国从三星与 LG

进口的洗衣机并没有对美国工业造

成严重损害。

惠而浦坚称，三星与 LG 分别

将生产线转移至越南和泰国，以规

避美国政府对其在墨西哥和中国

生产的洗衣机征收反倾销关税。

惠而浦已要求美国贸易机构对超

过一定数量的进口洗衣机征收反

倾销关税。

据知情人士透露，韩国政府官

员也计划出席该听证会，辩称惠而

浦的请求未能满足发起保护调查的

要求。据了解，美国国际贸易委员

会将于10月5日前就可能的额外关

税或进口限制作出决定。（文 编）

三星LG联合应对美国洗衣机反倾销调查

本报讯 产业在线数据监测

显示，今年 7 月份电热水器出口

量环比上升 12.3%，增速惊人。单

看出口量的增长幅度均会认为前

景辽阔，相对的，电热水器出口

金额仅发生略微增长。同期对比

来看，7 月份出口量实现 25%的增

速 ， 但 出 口 单 价 下 滑 严 重 跌 破

2017 年以来最低单价水平，同期

下滑20%以上。

目 前 ， 燃 气 热 水 器 在 出 口

量、出口额上均已超过电热水器

出口规模，且单价水平远高于电

热，在出口量和单价上均不占优

势的情况下，未来电热水器将退

出主导地位，在营收增长方面难

度将持续加大。

分地区来看，通过7月份同期

对比增速发现，仅有大洋洲出口量

发生下滑且下降幅度最大，但出口

单价下滑程度最小接近于零。大洋

洲出口量的大幅削减很大程度上

与 澳 大 利 亚 实 施 新 的 进 口 商 品

GST 税缴纳新政有关，实施新政

后，在澳大利亚营业额达到 75000

美 元 以 上 的 供 应 商 均 需 要 交 纳

GST 税，高额的关税打击了电热

水器供应商开发大洋洲市场的动

力，因此出口量发生下滑度较严

重。相对的，北美洲出口量同期增

速最快，但出口单价跌幅最大，与

其他四个大洲表现一致。

产业在线认为，一是电热水

器辉煌不再，出口市场份额上将

继续被燃热挤占市场份额，但仍

存在一定的市场空间；二是为维

持营业收入的增长，低价策略将

持续执行，电热企业将进一步压

低出口单价，通过加大出口量实

现创收。 （文 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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