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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月10日，在北京人

民大会堂举行的轻工业消费升级精

品成果发布会上，中国轻工业联合

会会长张崇和表示，我国轻工消费

品正在实现从数量扩张向高质量发

展的战略性转变，中国消费者海外

抢购马桶盖、电饭煲已经成为历史。

近年来，我国消费者在境外

抢购马桶盖、电饭煲、奶粉等日

常生活用品的新闻屡屡见诸媒

体。这种部分消费流向境外的现

象，释放出中国老百姓高端消费

需求强烈的信号。根据中国轻工

业联合会给出的数据，2017 年，

我国出口电饭煲 5.17 亿美元，出口

马桶盖2.5亿美元，而三年前这两个

数字分别为 3128 万美元和 504 万美

元。张崇和认为，中国消费者海外

抢购马桶盖、电饭煲已经成为历史。

当天中国轻工业联合会发布了

《升级和创新消费品指南》 和 8款轻

工消费精品，海尔直驱洗衣机等 8

款产品凭借良好的性能和优异的质

量获得“消费精品”称号，成为各

自领域的标杆产品。这些产品都引

领了消费升级趋势，具有独特的创

新价值，是行业全面深化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落实国务院“三品”战

略的典型。

以海尔直驱洗衣机为例，不同

于目前洗衣机产品大多采用皮带

电机，受制于物理属性，使用一段

时间就会出现明显噪音，海尔直驱

洗衣机采用了原创直驱变频科技，

以电机直接驱动内筒转动，从源头

上降低噪音和震动，使用 10 年也

可以保持安静平稳。海尔直驱洗

衣机也成为洗护行业唯一获得“消

费精品”称号的产品。据了解，海

尔直驱洗衣机已经进入全球 1000

万用户家庭，创造了 400亿元的市

场价值。 （晓 文）

8K产业的普及将拉动前端的影视装备、

视频工业和网络传输行业快速发展。但是应

该看到，在影视装备、视频装备等领域，我国

还远落后于国外。发展 8K超高清产业，将拉

动我国视频工业、高端装备、网络传输、电视

终端等产业快速发展。其中，产业链上下游加

强合作、形成产业联盟，将是我国 8K超高清

产业快速发展的催化剂。

8K超高清产业“能量”大

在8K产业链的摄录制这样的前端环节，

国外设备几乎垄断全球市场。国家广播电视

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高工阮卫泓告诉《中

国电子报》记者，市面上的8K摄像机基本由日

本佳能、索尼和其他国外产品所垄断，最早由

日本NHK在2013年推出，国内目前尚未推出

专业级8K摄像机。8K编辑设备国内企业与世

界领先水平还有较大差距，国内目前最先进

的编辑设备还在4K领域，在8K领域还没有相

关成熟的产品。8K内容制作方面国外已有成

型方案，国内发展尚未成熟。8K编解码设备标

准未统一，技术还有难度。8K传输设备由国外

索尼、松下等巨头企业引领，例如2016年索尼

推出一套符合 8K 卫星电视传输标准的解调

器和调谐器，2016年松下开发了8K视频信号

传输的单芯电缆和连接器解决方案，在这一

方面，国内企业仍面临巨大挑战。

除了各种拍录传输设备外，日本借道巴

西奥运会、东京奥运会等大型体育赛事的转

播，加速超高清产业发展的策略起到了明显

的效果。2016年，日本NHK拍摄了里约奥运

会100个小时以上的8K比赛节目，在日本50

多个体验区播放。里约奥运会全球首次实现

8K 实况转播，采用的正是京东方的 8K 超高

清显示产品。

中国广播电视设备工业协会专委会副主

任鲁泳向《中国电子报》记者透露，因为日本

计划在东京奥运会采用8k转播，所以，索尼、

松下、佳能、Astro等日本品牌在系统摄像机、

配套光学镜头、转播系统设备上均加紧开发

和实验，尤其是索尼计划开发 1.25 英寸的 3

片 CMOS 系统摄像机，这可能成为 8K 摄录

技术的一个里程碑。

国外的经验表明，借助大型体育赛事开

通8K频道，将使8K产业向前跨越一大步。国

内外的差距，也表明我国超高清产业发展的

空间还很大。应该看到，发展4K、8K超高清产

业，将拉动一大批终端设备业的发展，以及相

关高端元器件、精密加工等供应链产业等发

展，还有相关软件、云计算平台的应用。

鲁泳表示，超高清4K、8K的广播和网络

传播将带来大规模的播出单位设备改造、终

端机顶盒的更新换代，其中播出设备改造可

能集中在发射机、5G设备、有线电视前端、视

频云服务的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涉及的装

备市场改造规模很大，而终端的各种机顶盒

（有线机顶盒、IPTV、卫星接收机等）存量达

数亿台，涉及更新换代的市场规模可能超过

千亿元。在这些领域，国产技术和产品已经

具有较强的国际竞争力，超高清产业的发展

将给这些技术和产品带来新的市场机遇。

面板先行 产业合力寻找突破

我国 8K超高清产业中，显示面板走在

了最前面。作为我国显示行业领头羊的京

东方，早在 2013年就推出了 98英寸 8K×4K

超高清显示屏，成为最早布局8K产业链的显

示企业。之后，京东方携手日本NHK在日本

多地展示 8K 超高清显示产品，在 2015 年

CES 上推出全球最大尺寸的 110 英寸 8K 超

高清显示屏，并且在2016年首发全球最薄的

65英寸8K超高清显示产品。2017年，京东方

的65英寸8K超高清显示屏供货多家终端企

业，出货规模初步形成。上月，本应今年第二

季度才量产的京东方合肥 10.5 代线提前投

产，实现65英寸以上8K显示屏规模化生产。

全球电视终端企业在近年陆续推出了

8K电视，夏普、三星、LG、创维、康佳、海信等

彩电厂商都展示了8K电视产品。预计未来一

年，索尼、Vizio、长虹、TPV、小米、海尔等彩

电品牌也将展示 8K 电视产品。奥维云网预

测，到 2021 年，全球 8K 电视出货量将达 290

万台。另据IHS数据，到2022年，中国8K电视

市场出货量占比将达 70%以上。电视行业将

是继显示行业之后，推动我国超高清产业上

下游协同发展的第二个强大助推力。

不过，目前8K电视消费级产品仍是偏概

念性的产品。创维某负责人表示，8K面向 65

英寸以上家庭电视市场还只是一个机遇市

场，8K 的商用才是当下 8K 显示产品大展身

手的地方。

而且，8K 超高清产业包括摄录设备、编

辑设备、内容制作环节、内容运营、编解码设

备、传输设备、显示面板、终端等一长串链条，

仅有显示行业、电视终端行业的快速发展远

远不够，还必须实现整个产业链条的平衡发

展，形成生态，才能将 8K超高清产业拉动我

国消费需求的作用发挥到最大。鲁泳认为，

8K 整个技术链涉及很多方面，时间紧、涉及

技术环节多，跨行业跨企业联合技术攻关、合

力突破可能会是比较好的方法。

京东方目前正发力8K产业链。京东方提

出“8425 战略”，即“推广 8K、普及 4K、替代

2K、用好 5G”，通过技术引领和应用创新，占

据全球大尺寸超高清市场制高点。前不久，京

东方倡议产业链上下游共同携手推进 8K 超

高清产业的发展。京东方强调，不仅要解决

“屏”的问题，还要拉动整个产业链，与视频网

络、编解码、设备及整机等上下游厂商一起努

力打通产业链难点，共同制定8K技术及产品

相关标准，推动8K加速普及。

在8K超高清产业中，“屏”是最先落地的

一环，然而必须看到，政策支持和标准成熟依

旧是 8K 成功最重要的环节。目前 8K 编解码

设备标准并不统一，实现8K内容编解码也还

存在一定的技术难度，京东方、华为以及彩电

整机厂商正在努力从标准突破。华为行业标

准部专家谷晓军向《中国电子报》记者透露，

4K 标准的进展为 8K 打下了良好基础，适用

于 8K 的编解码国际标准 H.266 和 AVS 3.0

将在 2020 年左右颁布。在此之前，国内相应

标准的制定和实施还需要我国行业主管部门

的大力支持和产业各界的持续发力，从而尽

快扫清产业发展的障碍。

蜕变之一

“三大战略”铸造新引擎

2017 年上半年志高控股业

绩公告显示，截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集团实现期内总营收59.11亿

元，较2016年同期增长20.7%。期

内志高控股在中国区销售额为

30.32亿元，同比增长33.1%；海外

销 售 额 28.79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9.9%。其中，志高在美洲及欧洲销

售额分别取得了 60.4%及 30.5%

的迅猛增长。

这份亮丽成绩单的背后，是

志高空调近年来“高端化、智能

化、全球化”三大战略的深度布局

与全面落地。无论是成绩卓然的

2017冷年，还是2018新冷年的漂

亮开局，志高空调在产品高端化

转型与智能化技术引领的带动

下，实现了国内、海外两个战略市

场的齐头并进。

2017 年志高空调紧扣中国

市场升级趋优的消费大势，坚定

不移地继续推进高端化战略，号

称“高富帅”的主力机型智能王第

4 代 200 款等新品，引爆了 2018 新

冷年的高端市场。如果说高端化战

略反映出志高空调对于行业脉搏的

精准把握，智能化战略则充分体现

出其创新实力。从全球首台智能云

空调问世到到 2018 冷年推出的智

能王第 4 代新品，志高空调以领先

的技术走在了空调产行的最前沿，

并依托自身的“智能云核心科技”和

“智能云大数据平台”，真正让智能

化落地于用户的品质生活。

蜕变之二

中国制造亮出全球新名片

2017 年，志高集团董事局主席

兼总裁李兴浩关于“中国制造”的呼

喊振聋发聩：“无论是满足国内需

求，还是走向世界，中国制造都需要

一场‘伟大复兴’”。

在那场引发社会和行业热烈关

注的探讨中，志高空调宣布签约国

际巨星成龙作为其品牌代言人，并

且签署了一份长达 10 年的品牌代

言合约。在变化莫测的市场环境下，

这份“10 年合约”体现的不只是双

方对彼此的信任与信心，也成为志

高开启战略升级新目标的第一枪。通

过品牌和精品在全球市场的深入推

进，志高将用10年时间把自己打造成

中国制造的全球新名片。

近年来，中国家电品牌致力于打

造国际化品牌形象，让世界每一个角

落都能感受到中国制造的魅力。作为

中国制造的优秀代表，志高一直积极

践行“制造强国”战略。2017 年，随着

“中国制造 2025”、“一带一路”等国家

战略的快速实施和推进，志高空调借

势向海外市场强力扩张，抢占新兴市

场，秀出中国制造的力量和“肌肉”。

截至2017冷年，志高空调在海外

销售网络覆盖 200 多个国家和地区，

其中自主品牌已销往150多个国家和

地区。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志高空

调所占的市场份额更是高达 10%，即

每10台空调，就有一台是志高空调生

产的。志高空调已经成为中国制造的

全球新名片。

蜕变之三

新世界级企业雏形初现

2017年，志高空调在“三大战略”

和牵引下，在全球市场迅速崛起，世界

级企业的架构也逐渐成型。

前不久，志高 2017 年“全球客商

大会” 移师东南亚的巴厘岛，再一次

引发了家电行业的刷屏。会上，志高的

“全球化战略”与创新的“全球合伙人”

形成合力，打造出志高空调全球化引

爆的先发优势。李兴浩表示，希望与越

来越多来自全球的事业合伙人一起，

坚持不懈打造全球事业共同体、利益

共同体和财富共同体。

在完成智能化、高端化的战略布

局后，志高的全球化经营相继实现了

从产品出海、品牌出海，再到模式出海

的新格局。近年来志高不断创建和优

化全球服务商体系，海外市场销售也

接连取得新的突破。以全球知名的“硬

骨头”美国市场为例，志高空调销量实

现了连续三年翻番，2017年冷年同比

增长达到140%。

近日，李兴浩对外宣告了志高全

球化经营的新目标，即2018冷年志高

海外销售额要实现 20%的增长，自主

品牌在海外市场的销售额增长更要远

超整体增长 20%的平均速度。志高空

调向世界展示高端引领者魅力的同

时，距离世界级企业的梦想也将更近

一步。 （嘉 文）

8K时代开启
上下游合力催熟千亿元产业？

本报记者 闵杰

轻工联合会发布升级和创新消费品指南

本报讯 根据据国家质检总局

网站近日公布的消息，2017年质检

总局组织开展了电子电器、轻工产

品、日用及纺织品、农业生产资料、

机械及安防、电工及材料、建筑和装

饰装修材料、食品相关产品等 8 大

类产品质量国家监督抽查。

据悉，去年全年国家监督抽查产

品164种，具体包括净水器、电磁灶、

室内加热器、厨房机械、家用电动洗

衣机和空气净化器等32种电子电器

产品，以及床上用品、儿童及婴幼儿

服装、玩具等20种日用及纺织品。

网站公布的电子电器产品抽查

结果显示，质检总局全年抽查了 32

种 1601 家企业生产的 1625 批次产

品，抽查合格率为83.4%，比2016年

提高了1.3个百分点。其中，笔记本

电脑、豆浆机 2 种产品的抽查合格

率为100%；电冰箱、LED控制装置、

碎纸机、固定式通用灯具、电热水

壶、机顶盒、吸油烟机、电热毯、普通

照明用自镇流荧光灯、彩色电视机、

房间空气调节器 11 种产品抽查合

格率均高于90%；可移式通用灯具、

厨房机械、皮肤及毛发护理器具、电

烤箱及烘烤器具、电饭锅、集成电路

（IC）卡读写机、手持式信息处理设

备、热泵热水机（器）、吸尘器（扫地

机器人）、LED 照明产品、家用电动

洗衣机、室内加热器、有源音箱、储

水式电热水器、移动电话 15 种产

品的抽查合格率在 80%和 90%之

间；食具消毒柜、空气净化器、净水

器、电磁灶 4 种产品的抽查合格率

不到80%。 （文 编）

本报讯 为因地制宜加快推

进浅层地热能开发利用，推进北

方采暖地区居民供热等领域燃煤

减量替代，提高区域供热 （冷）

能源利用效率和清洁化水平，改

善空气环境质量，国家发改委等六

部门近日联合发文要求加快地热能

开发利用。业内专家认为，此举将

为太阳能供暖、电供暖等行业发展

带来利好。

《通知》要求相关部门要把浅层

地热能利用作为燃煤减量替代、推

进新型城镇化、健全城乡能源基础

设施、推进供热（冷）等公共服务均

等化等工作的重要内容，加强组织

领导，强化统筹协调，大力推动本地

区实施浅层地热能利用工程，促进

煤炭减量替代，改善环境质量。近

期，多个部委联合印发文件，鼓励

在供暖季加大清洁能源的使用。不

久前，国家发改委联合国家能源局

印发《关于促进生物质能供热发展

的指导意见》，要求大力发展生物

质热电联产；加快发展生物质锅炉

供热并完善政策措施。

分析师表示，多部门提出要加

大优质清洁能源和清洁煤的供应，

有利于稳定能源市场，稳定煤价，

加上 2018 年的煤电联动预期，看

好行业龙头企业。也有分析师表

示，从近期印发的文件可以看出，

有关部门正在着重加强清洁燃煤和

生物质供暖的地位，通过其他替代

方式，有效应对冬季“气荒”。未

来清洁供暖占比前三位分别为清洁

燃煤集中供暖、天然气供暖和生物

质能清洁供暖。增速前三位分别为

生物质能清洁供暖、太阳能供暖和

电供暖。 （文 编）

六部门发文加快地热能开发利用

空净产品抽查合格率不到80%

一个新世界级企业的孕育
志高空调三次华丽蜕变

2017年4月，一场如何“让中国制造再次伟大”的
探讨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展开。作为中国家电产业高端
化、智能化和全球化的缩影，上述思辨的发起者——志
高空调释放出中国制造的最强音。

这一年，志高空调为全球化经营奠定了牢固的基
础，在“三大战略”加持下，积极向全球输出“志高”模
式，朝世界级企业目标迈出坚定的一步。在火爆的
2017年空调市场，志高空调不仅让外界看到一个加速
转型升级、完成三次华丽蜕变的行业巨擘，更成为中国
制造的世界新名片。

4K正酣，8K渐近。日前，LGD研发出全球首款88英寸8K OLED面板；去年12月，全球首条10.5代线——京东方
合肥10.5代TFT-LCD生产线投产，供应65英寸以上8K面板；这三年，京东方、夏普、华星光电和LGD投建了多条高世代
线，2020年前都将投产。在电视行业，夏普于去年推出了消费级8K电视，吹响了8K超高清产业向消费端普及的号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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