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空调出口向好 小家电摆脱低迷 2016 年家电出口总额小幅下滑，
而在2017年上半年明显复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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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底，国内原材料价格

飞涨，表面原因是国内去产能等突

发因素，但实际上是全球经济周期

波动带来的必然影响。本轮经济低

迷的根本原因是世界经济周期转入

低迷，全球经济等待新的核心增长

动力。纵观历史，这一经济周期大

宗商品在经历一段低迷后，都将出

现“滞涨”的现象，即需求未见增

长，但价格出现快速增长和波动。

家电产业对于原材料依赖严重，原

材料价格大幅增长，一方面通过提

价缓解，但这非常艰难，因为即便

是在集中度最高的空调行业，价格

竞争也还是主要手段。在小家电行

业，除非有产品的升级和提升，提

价更是不可奢求。另一方面的化解

就要考验企业的议价能力，看能否

向上游摊薄，而这也只是少数大企

业能做到的。2017 年上半年从行

业来看，空调行业大企业较多，再

加上内销市场火爆，应对成本上升

相对于冰箱和小家电行业空间更

大。理性来看，随着经济发展观念

转变，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成本上

升在国内制造业不可避免，必然加

剧企业的优胜劣汰。

近年来，欧美等我国家电产品

主要出口市场纷纷奉行“新孤立主

义”，尤其是美国大选之后，特朗普

声称采用更强的贸易保护手段，尽

管TPP、TTIP协议短暂停滞给中国

带来利好，但新的贸易保护主义普

遍抬头。家电作为中国最有优势的

出口产品之一，很有可能成为本轮

贸易保护的重点打击对象。以年初

美国洗衣机反倾销案为例，一方面

体现了国际家电品牌竞争加剧，另

一方面也体现了贸易保护主义与品

牌保护主义的结合。除了对中国的

贸易征税外，对本国工业的过度保

护，和对跨国并购的限制加强，都将

对目前走在国际化高速通道的中国

家电产业带来影响。同时也会引起

全世界国家非理性贸易保护主义，

实际上，由于当地法规不透明不健

全，新兴市场的贸易保护更难应

对。今年上半年土耳其对从中国进

口产品增加 TSE 检测，印度对手机

产品安全审查，都是全球贸易保护

蔓延的表现。从贸易环节看，中国

对这些新兴市场国家由于有巨大的

顺差，难有反制手段，给出口带来的

风险相对更大。

提升国际议价能力和应对贸易

保护的根本途径，还是要依靠产业

的不断扩张，国际品牌份额的不断

增大，并抓住国内外需求和消费能

力升级的机会，使中国家电企业在

研发和创新方面从追赶者变为引领

者。预计，在 2020 年～2025 年，中

国家电产业或将迎来一轮新的增长

周期，到2025年家电出口规模也将

突破千亿美元。

本报讯 近日，格力宣布与天

猫达成百亿元战略合作。根据协

议，双方 2018 年将实现 100 亿元销

售，并将成立联合实验室，利用格力

电器的核心科技及天猫大数据针对

消费者的需求进行 C2B定制，为消

费者提供更具个性化的产品。

在战略合作宣布当天，格力电

器总裁董明珠专门发来祝贺视频。

2013年的这一天，格力天猫官方旗

舰店正式上线，标志着格力正式发

力线上。格力电器副总裁刘俊表

示，以此次合作为契机，格力将结合

天猫开启全渠道零售模式，构建更

完善、便利的立体销售网络及服务

体系，为消费者提供更优质的体验

和服务。他强调，格力将把格力天

猫官方旗舰店打造为品牌年轻化的

主阵地，为他们提供更丰富且更有

品质设计感的产品选择、更加愉悦

轻松的店铺环境、更加年轻潮酷且

趣味好玩的互动体验。谈及过去三

年与格力的合作发展，天猫电器美

家事业组总裁印井也对天猫与格力

的百亿计划表示了信心，认为双方

将带来下一个“奇迹”。 （文 编）

格力天猫成立联合实验室

主要产品复苏 出口规模创新高
——2017年上半年我国家电出口分析

2017年1月～6月，我国家电产品
出口344.4亿美元，较去年同期增长9%，
半年出口额规模创历史新高，增幅也为
近年来的高点。家电作为传统耐用消费
品，需求相对稳定，经过前两年的低迷和
库存的不断消化，出现周期性复苏，这一
趋势在2016年下半年已经显现。2017年
上半年拉美及东欧等部分国际市场大幅
复苏，极端天气及消费升级（主要是智能
升级）拉动空调及部分小家电产品需求
增长，再加上2016年上半年出口额基数
较低，2017年上半年家电整体出口规模
和增速反弹超过预期。另一方面，原材料
和汇率波动及贸易保护风险的加剧给出
口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的经营带来较
大挑战。因此虽然出口市场和需求有所
复苏，但除空调行业，2017年上半年，家
电出口企业仍感压力增大。

“十二五”期间，家电出口额年

平均出口增速降为历史最低，为

3.1%。进入“十三五”，2016年家电

出口总额小幅下滑，而在2017年上

半年明显复苏，波动态势明显。这

一阶段部分家电产品的出口量仍将

上涨，但空间有限，出口规模波动进

入常态化，同时受到世界经济周期

影响，成本和贸易风险加剧，转型升

级和优胜劣汰将成为行业主旋律。

家电新一轮的增长动力将来自

于国际品牌建设的成功实现和以智

能化为核心的产业升级，乐观估计

将在2020年～2025年实现。

2017 年上半年主要家电产品

出口均有不同程度复苏，冰洗空等

传统大家电（包括零件）出口额为

167.7 亿 美 元 ，较 去 年 同 期 增 长

9.2% 。 小 家 电（包 括 零 件）出 口

171.5亿美元，同比增长9.3%。

2017年上半年大家电产品出口

规模有明显复苏。2017年上半年空

调出口量为 3673.9 万台，同比增长

10.8%，出口额为 67.4 亿美元，同比

增长3.9%。从行业角度看，空调产品

出口冷年横跨2016年下半年和今年

上半年，因此实际上 2016 冷年～

2017 冷年出口量的增幅达到 20%。

从今后一段时间看，空调产品的出

口很有可能从前几年的低迷中走

出，一方面源于旺季阶段长时间的

高温闷湿天气将持续拉动空调产品

销售；另一方面，消费需求的不断提

升也推动了一户多机的新增需求。

还有一点值得关注的是，空调的智

能化走在家电产品前列，据 GfK 监

测数据，在中国市场，智能空调占总

销售量的33%，远高于其他产品。

2017年1月～6月冰箱产品（包

括冷柜）出口2544.8万台，同比增长

13.5%，出口额为 32.4 亿美元，同比

增长 16.7%。洗衣机（家用 10 公斤

以下）出口 996.2 万台，同比增长

15.2%，出口额为 11.9 亿美元，出口

规模与去年持平。

实际上，从“十二五”至今，大家

电的出口规模没有明显增长，只有

冰 箱 的 出 口 复 合 增 长 率（2011

年~2016年）超过5%，这主要得益于

冰箱的大容量产品替代。尽管这个

冷年空调市场规模创了新高，但根

据近五年统计，空调的出口规模没

有明显增长，也只能看到有复苏迹

象。洗衣机产品中，传统的出口主

力双桶洗衣机市场逐渐萎缩，滚筒

产品全面替代开始加速，但还属于

发展阶段，近五年，我国洗衣机产品

的出口规模不增反降。

经过近三年的低迷，2017 年上

半年，小家电产品也出现明显复

苏。其中，环境类小家电出口 36.6

亿美元，同比增长 11.2%。厨房类

小家电出口 54.8 亿美元，同比增长

7.2%。生活类小家电出口61.3亿美

元，同比增长9.8%。

环境产品中加湿器市场规模持

续高速增长，上半年出口额达到1.7

亿美元，同比增长 67.2%，出口量激

增 153%，接近 3500 万台。上半年

电风扇产品也大幅增长，出口量为

1.8亿台，同比增长18.5%，出口额同

比增长 10.5%，两净产品由于近年

来一直保持增长，上半年增幅不大，

1575.4万台，同比增长7.8%，出口额

为3.2亿美元，同比增长16.2%。

厨房类小家电除电磁炉产品外

反弹幅度均不大。2017年上半年，电

饭锅出口2351万台，同比增长4.7%，

出 口 额 为 3.4 亿 美 元 ，同 比 增 长

4.4%；面包器出口3927.7万台，同比

增长 8.6%，出口额为 3.8亿美元，同

比增长 7.2%；咖啡壶出口 3348.2 万

台，同比减少 1.2%，出口额为 6.9亿

美元，同比减少 4%；电磁炉出口

522.1万台，同比增长30%，出口额为

1.3亿美元，同比增长24.8%。

生活小家电中，吸尘器出口有

明显反弹，个人护理类产品表现平

稳，2017年上半年吸尘器出口 5534

万台，同比增长 15.2%，出口额为

17.4 亿美元，同比增长 21.6%；电吹

风 出 口 4864.4 万 台 ，同 比 增 长

0.7%，出口额为 3.2 亿美元，同比增

长 5.7%；剃须刀出口 2506.7 万台，

同比增长 12.7%，出口额为 1.9 亿美

元 ，同 比 增 长 7.2% ；电 熨 斗 出 口

4685.5万台，同比增长7.5%，出口额

为3.9亿美元，同比增长4%。

经过近20年的发展，传统小家

电的市场趋近饱和，近五年，绝大部

分小家电产品出库规模的复合增长

率低于5%。未来增长的动力，一方

面来自于功能的升级和创新，如原

汁机、空气净化器、加湿器等产品市

场空间依然较大；另一方面来自于

智能化的提升，来满足消费者的需

求，如机器人吸尘器、智能厨房料理

设备等产品。

欧美市场需求稳定 东欧拉美大幅复苏 2017年上半年得益于俄罗斯市场
的大幅复苏，对欧洲出口83.1亿美元。

原材料波动考验议价能力 贸易保护带来风险 预计到2025年家电出口规模将突
破千亿美元。

“十二五”期间北美家电市场年

平 均 增 幅 超 过 8.3% ，进 入“ 十 三

五”，北美家电市场相对持续稳定，

2017年1月～6月，对北美家电出口

74.4亿美元，同比增长8.1%。

“十二五”期间由于金融危机

及地区局势影响，对欧出口几无增

长，2016 年以东欧为首，市场逐

渐从 2015 年的下滑趋势中复苏。

2017 年上半年得益于俄罗斯 （出

口额增长 64.3%） 市场的大幅复

苏，对欧洲出口83.1亿美元，较去

年同期增长 12.3%，其中对欧盟出

口增长7.8%。

亚洲市场除对韩国外其他市场

表现低迷，对日本出口31.1亿美元，

小幅回升 4%。近年来由于日系家

电品牌逐渐衰落，我国对日本家电

贸易也受到影响，对日本出口规模

减少接近15%。对韩国出口大幅反

弹，上半年出口 9.9亿美元，同比增

长30%。对东盟市场出口在国际金

融危机后表现抢眼，“十二五”至今

年复合增长率接近10%，但近两年，

源于经济低迷等因素，增速明显放

缓，上半年对东盟出口 25 亿美元，

同比增长1.6%。

上半年对中东出口止住了去年

的下滑趋势，出口额为32.8亿美元，

同比增长 3.8%。但第一大市场沙

特阿拉伯同比依然下滑 3.6%。近

两年这一地区出口额增长较快的是

以色列（10.6%）及伊拉克（18.6%）市

场。阿联酋市场上半年也有10%的

增幅。

今年上半年，我国家电出口主

要的增长动力来自于巴西等南美市

场的快速复苏。2014 年末受当地

经济形势影响，巴西、阿根廷等市场

急剧下滑，2016年下滑趋势有所减

缓，但依然同比下降 14.7%。2017

年上半年，我国对巴西出口额同比

增长40%。

今年上半年对非洲出口13.6亿

美元，较去年同期下降 3.6%，北非

南非几个主要市场，出现明显下滑，

阿 尔 及 利 亚 下 滑 8% 、南 非 下 滑

12.2%、埃及下滑13.2%。

本报讯 即将召开的 2017 香

港贸发局香港秋季电子产品展，将

为领先的科技开发商、供应商及初

创企业提供建立联系的平台。去年

的香港秋季电子产品展汇聚了来自

全球共3669家参展商以及近65000

名买家进场采购。

据了解，本次香港秋季电子产

品展划分为3D打印、机械人科技和

无人操控技术、智能科技、初创及虚

拟现实五大展区，呈献各类高科技

电子产品。其中初创专区将让来自

世界各地的优秀科创企业直接联系

投资者、买家及生产商，促成业务合

作。发掘突破性的新一代技术及先

进的电子产品，了解初创企业的创

新项目提案，出席相关论坛、研讨会

及产品发布会，藉此联系最具创意

的初创企业，从而保持领先一步。

展会的品牌荟萃廊将展示超过 520

个世界级品牌。此外，展会还设置

了视听产品、电子配件、电子保健产

品、家用电器、i-World、穿戴式电

子产品等专区。贸发网小批量采购

专区将展示最低采购量由5至1000

件的产品，以满足买家对单密量少

的采购需求。买家亦可通过贸发网

小批量采购网上交易平台与供应商

直接在网上完成交易。同期，由香

港贸发局及慕尼黑国际博览亚洲有

限公司主办的国际电子组件及生产

技术展，展示了领先的电子元件及

生产技术的贸易平台，展品包括显

示技术、电子元器件、键盘及开关、

电源供应、印刷电路板及电子制造

服务及感应器技术等。 （文 编）

香港秋季电子产品展展示新一代电子产品

本报讯 9 月 6 日，海信冰箱·
天玑系列工厂下线仪式在海信冰箱

扬州制造基地举行，海信冰冷营销

部副总经理薄元勋、海信冰箱扬州

工厂厂长李雪鹏与海信冰箱科普公

益大使等一起为天玑系列剪彩。海

信冰箱·天玑系列打破了传统的冰

箱设计理念，其中式元素的融入也

更符合东方人的传统审美，天玑系

列成为海信冰箱向高端市场迈进的

又一力作。

在满足高端消费需求的产品定

位基础之上，借助创新科技，海信冰

箱·天玑系列被赋予了东方美学的

设计元素和更具品质的生活体验。

中字五门设计，融入了东方美学，现

代设计手法则演绎了中国意蕴；“自

由嵌入设计”则在美学风格的总体

造型基础之上，增加了丰富实用的

功能性设计；升级的“四维”精控养

鲜技术，提高了食材保鲜标准；冷冻

区精细化分区设计，实现急速冷冻，

更大程度上保证了食物营养不流失；

在冷藏区专设果蔬、冰鲜、微冻三档

变温室，实现精准控温，为全球高端

用户提供更健康的饮食生活方案。

在此次下线仪式上，海信冰箱

特意邀请华南农业大学食品学院

教授柳春红以及美食评论专家灵

心小榭作为天玑系列首席体验官，

主持人与两位体验官的互动也在

现场掀起了不小的高潮。柳春红

教授从专业角度阐释了“杀菌技

术”对消费者的实用价值，灵心小榭

则从食材储存角度说明了冰箱干湿

分区的重要性。 （晓 文）

海信冰箱天玑系列下线

本报讯 9月6日，海尔电视在

青岛举行了创业 20 周年纪念庆

典，青岛海尔多媒体有限公司CEO

郑刚阐述了海尔电视未来的发展

方向。

在演讲中，郑刚介绍了海尔电

视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思路和四

大领先优势，也指明了海尔电视未

来的发展方向。与会嘉宾在现场体

验了海尔阿里电视的全过程语音控

制和4K影视VIP后，对海尔电视的

人工智能给予高度评价，认为海尔

电视为用户考虑得非常周到。庆典

现场表彰了海尔电视创业 20 周年

优秀经销商、优秀员工感动人物。

海尔电视还推出了 20 周年纪念版

产品，在海尔专卖店、家电连锁卖场

以及顺逛商城、天猫、京东等渠道均

有销售。海尔电视将在线上线下火

力全开，以最优惠的方式回馈用

户。在同期举办的“引领人工智能

电视新时代”高峰论坛上，行业专家

和合作伙伴高度肯定了海尔电视对

人工智能电视发展的贡献，共谋人

工智能电视的新发展，海尔电视被

赞为人工智能引领者。海尔阿里四

代人工电视，在普通智能电视的基

础上再次提升了智慧性能和实用功

能。目前海尔阿里电视有六大人工

智能引擎，分别是人工智能千人千

面、人工智能全过程语音控制、人工

智能物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4K影

视 VIP、人工智能京师在线学堂和

人工智能智慧模块化。 （文 编）

海尔电视欲做人工智能引领者

本报讯 在改名国美零售后，

国美电器先后推出全球首家VR影

院、并购家装公司在国美门店导入

近百个家装店。日前，国美电器又

宣布，计划三年内再开 2000 家门

店，开拓三、四线市场。

国美零售首席财务官方巍表

示，国美零售将加速实体门店的扩

张，三年内再开 2000 家门店。不

过，这次国美将走轻资产路线。新

增门店将聚集在三、四线市场，经营

模式将以自营为主、加盟为辅。他

透露，未来一段时间，国美的门店战

略都将是在一、二线城市对门店进

行调整和升级，在四、五线城市以自

营加盟组配模式快速新增轻资产门

店。而在这一模式中，国美线上业

务平台国美互联网将起重要作用，

国美将加大对互联网的投入。方巍

强调，由于近两年空调等市场表现

较好，国美大量囤货，致使库存增

加，不过这种现象将在下半年很快

改善。同时，由于国美正处于转型

和调整期，未来两年净利润会处于

稳步上升的状态。

（文 编）

国美计划三年内再开2000家门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