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用电器 72018年2月9日
编辑：郭有智 电话：010-88559409 E-mail：guoyouzhi@cena.com.cn

丰隆亚洲再度出手

新飞电器即将恢复生产

“后雾霾时代，空气净化器如何更新至2.0”系列报道之三

空净市场难再“靠天吃饭”

增速放缓企业如何出招？
本报记者 郭有智

Blueair：空气净化器行业需要“百花齐放”
“世界卫生组织报告显示，空气污染

已然成为人类最大的威胁之一，‘百家争
鸣’才是空气净化器市场该有的形态。”

2017 年，消费者选购空气净化

器更加趋于理性。大品牌对于原材

料等上游产业链的强大控制力，使

得产品制造成本进一步压低，顺势

推出了多款爆款产品。另外，互联

网厂商的强势介入，也成功搅局空

气净化器行业原有价格体系，使行

业平均利润进一步压低。从线上产

品 价 格 区 间 来 看 ，0—999 元 、

1000—1999 元的空气净化器产品

占据了线上超过六成的市场份额。

小米空气净化器系列产品覆盖

了这两个价格段，所以在今年行业

整体低迷的背景下，依旧保持了不

错的销量。智米科技媒体运营主管

朱羽寒告诉记者：“天气好转，对应

季产品销量产生了一定影响，但并

没有大家所想象的那么大。虽然消

费者对空气净化器的除霾‘刚需’少

了，但大家在其他场景下的需求变

多了，空气净化器国标不断地推陈

出新，使原本混乱的空气净化器市

场不断走向合理、成熟，市场已被深

度教育。这种从‘刚需‘到‘常备’的

转变，也在消费者领域自发产生，越

来越多的消费者为了提升生活品质

而购买产品，而不是只因为雾霾降

临而仓促购买。”

对于市面上众多第三方滤网供

应商，朱羽寒表示：“以小米空气净化

器为例，筒型滤芯的价格在149~169

元，使用寿命则能达4~6个月，均摊

到每天不足1元钱，相比于其他日常

生活费用来说，这基本不会给消费者

带来显著的资金压力。我们注意到，

市面上有很多为空气净化器定制的

第三方滤芯，这些产品有一部分尚可

过滤PM2.5，但工艺水平与原厂相比

存在不小差距。例如，一味追求‘折

叠山峰’高度而牺牲通风效率，为减

少成本而牺牲可靠性等。这些问题

都会严重影响空气净化器的净化效

率，所以建议大家选购原厂滤网，理

智消费。”

空气净化器最初面向市场时，

曾经历过漫长的市场教育期。因为

空气净化器“看不见、摸不到”的

净化效果近乎“玄学“，无法有力

说服消费者为其埋单。随后国家层

面出台相关国标，开始整顿空气净

化器市场，媒体层面也开始推出大

量空气净化器科普类内容，空气净

化器才慢慢为用户所接受，进而成

长为近几年市场表现最好的家电产

品之一。如今，伴随“雾霾天”次

数的减少，空气净化器首次出现增

速放缓，是否标志着空气净化器市

场的“红利期”即将结束呢？

对此，爱宝乐空气净化器联合

创始人杨坚告诉《中国电子报》记

者：“雾霾确实是许多消费者购买

空气净化器的初衷，但空气净化器

最初被生产出来并不只是用来应对

雾霾的，空气净化器去除甲醛、

TVOC、二手烟等空气污染物的能

力也非常不错。未来雾霾情况减轻

之后，空气净化器厂商会更多朝着

‘除空气污染物’这个方向去教育

市场，并且从市场调研情况来看，

消费者对于甲醛危害的认知也很普

遍，相比于活性炭包等辅助除甲醛

方式，空气净化器在除甲醛方面更

为直接、有效。“

对于“今年空气质量得到显著

改善”的论调，杨坚提出了不同看

法，他表示：“今年‘京津冀’的

空气质量相较往年略好一些，但华

中、华南、华东等地区的雾霾情况

还是很严重的。空气净化器作为品

质生活必需品，必然会经历一个逐

渐普及的过程，今年虽然没有出现

类似前几年一样的爆发性增长，但

未来预计也将会保持一定量级的稳

定增长，并且需要注意的一点是，

除了‘京津冀’地区，其他地区也

都可以去拓展，中国空气净化器市

场还远未饱和。”

对于目前空气净化器的净化技

术，杨坚表示：“‘传统滤网式’

依旧是未来行业的主流。‘静电集

尘’式空气净化器虽然宣称‘无耗

材’，但需要指出的是，静电集尘

技术只能吸附颗粒物，其他甲醛类

的空气污染物还是需要用活性炭网

来去除的。并且，‘静电集尘’式

空气净化器清理较为麻烦，其技术

原理也决定了最大风量有限，否则

会导致整机过滤效率下降。”对于

空气净化器的结构设计趋势，杨坚

表示：“未来‘双侧进风’将会是

主流机型的标配，因为‘塔式’机

型虽然可以堆叠滤网，但会影响风

量大小。如果单纯堆料的话，活性

炭滤网的层数增加是比较有意义

的，但塔式净化器在开启低档位时

噪音会比较大，所以在睡眠档下

‘双侧进风’有很大优势，能够使

风量、噪音更为均衡。”

2017 年空气净化器市场“高

开低走”，年初雾霾肆虐，众多

“爆款”产品一度供不应求。不

过，随着各级政府对环境管控力度

加大、各项政策相继落实，年中过

后，“京津冀”等地区空气质量大

为改善，“雾霾天”数量锐减。

据 《2017 中国家电网购分析

报告》 指出，2017 年线上空气净

化器零售量同比增长 12%，达到

374万台，零售额70亿元，同比增

长18%。虽仍为增长态势，但相较

2016年零售量14%、零售额29%的

同比增长幅度，2017 年空气净化

器市场整体增速明显放缓。

对于中国空气净化器行业发展

现状，Blueair中国区总经理陈冰向

记者表示：“提高室内空气质量，

提升室内呼吸环境，是每个空气净

化器厂商的使命。近年来，雾霾引

起了消费者对空气质量的关注，也

唤醒了消费者对健康呼吸的重视。

在未来，空气净化器厂商应研发和

生产出性能更优异的空气净化器，

来改善人们的室内呼吸环境。”她

强调：“世界卫生组织报告显示，

空气污染已然成为人类最大的威胁

之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才是空

气净化器行业未来应该有的市场形

态。无论是空净企业还是新风企

业，为消费者提供专业、高效的洁

净空气解决方案，才应该是一家良

心企业的核心经营理念。”

对 于 市 面 上 的 “HEPA 滤 网

式”和“静电集尘式”两种类型空

气净化器，陈冰指出：“这两种类

型净化器各有利弊，如何巧妙利用

这两种净化方式的优势进而生产出

‘ 高 CADR、 高 CCM、 高 能 效 、

低噪音’的产品，才是厂商应该思

考的事儿。当然，这需要空气净化

器厂家有一定的研发、生产实力，

且愿意为生产研发投入更多人力、

物力。”

空气净化器作为健康家电产品，
与消费者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伴随着
消费转型升级浪潮，未来空气净化器
将持续受到消费者高度关注。不过，目
前空净市场尚摆脱不了“靠天吃饭”现
状，天气转好则市场关注度下降，产品
销量也随之走低。未来随着“以气代
煤”、“以电代煤”等相关政策的推进实
施，“雾霾天”或将更少，空气净化器行
业亟待新的增长点来改善行业现状。

针对目前空气净化器行业面临的
诸多问题，记者采访到了三家空气净
化器厂商，Blueair、爱宝乐、智米科技，
它们分别作为国外专业品牌、国内知
名品牌、新兴互联网品牌中的佼佼者，
未来在市场上的规划、布局对整个行
业的发展趋势具有一定前瞻性。

爱宝乐：空气质量转好仅限“京津冀”
“空气净化器必然会经历一个逐渐普

及的过程，今年虽未出现爆发性增长，但
未来预计将会保持一定量级稳定增长。”

智米科技：市场被深度教育“刚需”已成“常备”
“消费者对空气净化器的除霾‘刚

需’少了，但大家在其他场景下的需求变
多了，空气净化器市场正在变得理性。”

本报讯 2月6日，河南新飞电

器有限公司向员工发布一封名为

《告全体职工、经销商、供应商等团

体或个人的一封信》的公开信，信中

称，2018年 2月 3日下午，新乡市中

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新乡中院”）

主持召开河南新飞电器有限公司、

河南新飞家电有限公司及河南新飞

制冷器具有限公司（以下称“新飞三

公司”）重整投资人招募评审会第二

次会议，会议决议确定丰隆亚洲有

限公司（简称“丰隆亚洲”）为新飞公

司正式重整投资人。

隶属于新加坡丰隆集团旗下的

丰隆亚洲，此前即是新飞大股东。

根据一位知情人士的说法，万宝、格

力、奥马都曾与新飞有过接触，但都

无果而终。该人士从新飞内部得到

消息，由于没有合适买家，丰隆亚洲

只好继续注资，令新飞恢复生产。

他预计，丰隆亚洲短期内不会寻求

出售新飞。新飞在 2 月 6 日的公开

信中表示，在新乡中院和新飞公司

管理人的监督下，新飞公司正式重

整投资人将于近期逐步恢复生产，

员工会陆续回到工作岗位工作，公

司的销售、供应、售后等体系也将陆

续恢复正常运行。根据确切消息，

新飞电器将于 2 月 8 日举行开工仪

式，正式恢复生产。

2017年家电市场零售额

达到1.7万亿元

本 报 讯 日 前 中 怡 康 发 布

2008-2017年家电市场零售额规模及

增速变化统计表。据统计表显示，

2017年家电市场零售额达到1.7万亿

元，同比增长9.8%，与2008年相比，增

长8875亿元。

2008 年，家电市场受家电下乡

政策刺激，彩冰洗空在农村快速普

及，三、四级市场选购家电产品热情

高涨。从 2008 年的 8475 亿元增长

至2010年的10836亿元；2010年，家

电市场份额增速开始出现下滑，在

2012 年家电市场份额规模首次出

现负增长，与 2011 年相比，市场规

模同比下降4.8%。

从2013年开始，智能手机的快

速普及也拉动了家电市场增长，

2013年家电市场零售额达到 13776

亿元，同比增长18.8%；从2014年开

始，家电市场呈现平稳增长态势，

2014 年 家 电 市 场 零 售 额 规 模 为

14506 亿元，2015 年家电市场零售

额规模为 15314 亿元，2016 年家电

市 场 零 售 额 规 模 为 15805 亿 元 ，

2017 年 家 电 市 场 零 售 额 规 模 为

17350亿元。

刘强东：京东要在欧洲开展业务 挑战亚马逊

本报讯 截至目前，家电行业

已有 50 家公司公布 2017 年业绩预

告，占企业总数（70 家）的 71.4%。

具体来看，披露业绩预告的公司中，

业绩预增的公司有28家，数量占比

约 56%，业绩预减的公司有 22 家，

数量占比约44%。

根 据 Wind 统 计 数 据 ，预 计

2017 年，白电代表美的、格力和海

尔净利润分别同比增长 17.94%、

35.84%和37.32%；厨电代表老板、华

帝 和 美 大 净 利 润 分 别 同 比 增 长

34.32%、51.12%和46.66%；黑电代表

TCL、海信净利润分别同比增长

68.2%和-36.87%；小家电代表飞科

电器、苏泊尔、九阳股份业绩分别同

比增长37.16%、21.08%、4.8%。

平安证券分析师蒋朝庆分析，

在目前已经披露业绩预告的公司

中，大部分公司业绩符合市场预期，

有 3 家业绩超市场一致预期，10 家

业绩低于市场一致预期。各子行业

龙头标的业绩表现总体较好，建议

持续关注各龙头标的。

根据 Wind 统计基金四季报持

仓数据显示，四季度家电重仓持股

比例 7.65%，超出家电板块流通市

值占比 3.36%，超配比例达 4.29%；

从四季度重仓股持仓占比变动情况

来看，格力电器、美的集团、青岛海

尔分别提高 0.66、0.56 和 0.40 个百

分点。

家电行业业绩靓丽

行业龙头潜力凸显

本报讯 2月6日，小米生态链

公司智米科技推出三款新品，分别

为智米纯净型加湿器、智米电暖器

和智米车载逆变器。其中，新品加

湿器和电暖器同属于智米环境电器

体系，围绕温度和湿度两大维度，通

过两者的有效互补，为消费者提供

最应季、最舒适的室内环境解决方

案。智米纯净型加湿器采用蒸发式

原理，无白粉、无白雾，并延续了第

一代产品上注水的独特设计，使用

极为方便。智米电暖器采用对流式

加热方式，能够实现充分的室内空

气大循环，加热均匀、不易产生干燥

问题。三款新品均于春节前开卖，

为消费者提供一个理想的年货购置

选择。

智米此次将上市时间锁定于春

节假期前，是有意为产品赋予“年

货”的属性。而本次发布的三款产

品，在价格和功能方面均比较符合

“年货”这一属性，而且部分瞄准了

一些家庭的刚需。发售相关方面，

智米纯净型加湿器定将于 2 月 7 日

于京东平台开启预约，并于11日正

式开售；智米电暖器和智米车载逆

变器则将先后于 2 月 7 日和 9 日上

午10点在有品平台开售。

智米发布电暖气等3款新品

定档春节玩转“年货经济”

400家数码家电过年照常买

菜鸟最快2小时达

北京时间2月5日早间消息，刘

强东接受英国《金融时报》采访时透

露，京东计划最早于2019年在欧洲

挑战亚马逊，并计划在“几年内”把

业务触角遍布整个欧洲大陆。刘强

东表示，该公司将首先在法国推出

该公司的电商平台和配送服务，之

后则是英国和德国。

京东过去两年斥资至少 10 亿

欧元在法国建设自己的物流网络。

相比而言，亚马逊曾经表示，该公司

在2010年之后的6年内在欧洲投资

150亿欧元。京东股资金还宣布将

于今年下半年进军美国市场。刘强

东表示，他计划在10年内通过海外

市场获得半数利润，但多数产品销

售仍将集中在中国——表明该公司

的扩张计划不仅限于电子商务业

务。京东去年将京东金融分拆为独

立公司。

在北京会见到访的英国首相特

蕾莎·梅（Theresa May）之后，刘强

东与该国政府签署谅解备忘录，计

划在未来 2 至 3 年内通过直营和第

三方商家向中国消费者出售 20 亿

英镑英国商品。刘强东表示，英国

商品去年在京东的销售额为 30 亿

至 40 亿英镑，预计 3 年内将超过

100亿英镑。“我们的效率主要来自

物流方面的管理技术。我们从第一

天开始就针对在线上建立自己的物

流系统。”刘强东说，“DHL 等公司

的系统都采用了几十年的技术，他

们很难在一夜之间调整系统。”

刘强东表示，在线上，会考虑与

当地合作伙伴合作提供最后一公里

配送，但仍会拥有自己的仓储网

络。京东还计划今年4月在伦敦开

设办事处，以便在英国扩大本土合

作。该公司还在巴黎开设了一个办

事处，在法国开展同样的业务。该

公司还在法国开设了采购中心，处

理从欧洲出口到中国的商品。京东

去年夏天向伦敦奢侈品服装平台

Farfetch投资3.97亿美元，成为其最

大股东之一，并且获得了一个董事

会席位。京东称此举是该公司挺进

奢侈品领域的一项重大举措。

本报讯 2月5日，菜鸟与天猫

电器美家事业部共同宣布，平台

400 余家电器数码商家“春节不打

烊”，即使年三十下单，也将有配送

员上门提供正常的送装服务。据了

解，天猫2018年“春节不打烊”将从

2月 6日开始，并持续到节后的 2月

21日。除数码电器之外，天猫超市

及天猫国际等多个平台也会坚持

“商品照常买、物流照常送”。

参与此次“春节不打烊”服务的

电器品牌包括了方太、海尔、海信、

美的、老板、西门子、博朗、松下、苏

泊尔、夏普、TCL、九阳、华帝、科沃

斯等多家深受消费者喜爱的一线品

牌，涵盖了数码电器的方方面面，即

使是线上购买电器，消费者也能在

过年感受极速物流服务。在这些品

牌中，小件家电用品的不打烊区域

将覆盖全国 200 多城市的 400 多个

核心区县，大件家电则覆盖90多个

城市的360多个区县。

此次“春节不打烊”的配送任

务，将由菜鸟联合十余家主流快递

物流公司成立的菜鸟联盟承担。菜

鸟联盟成员日日顺、苏宁、安得等全

国顶尖的电器配送企业都将参与日

常服务，保障上述区域的平稳配

送。经过菜鸟联盟两年来的物流网

络建设，天猫平台的电器几已全部

实现24小时内送达，即使在过年期

间，消费者也能实现早晨下单下午

送达的极致速度体验。在春节期

间，以苏宁等合作企业为首的线下

门店也将参与物流配送，全国总计

数千家店铺将从下单地址附近就近

送货，商品最快 2 小时即可送抵消

费者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