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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9日～11日，第六届中国电子信息博

览会（CITE2018）在深圳举行；4 月 11—13

日，中国国际视听集成设备与技术展（Info-

Comm China 2018）在北京举行。这一南一

北两个展会，是电子信息尤其是视听领域的

盛会，吸引了众多面板、电视整机、视听整体

解决方案厂商参与，而不少厂商将重心落在

了 OLED 产 品 上 ：创 维 、康 佳 、长 虹 均 将

OLED 电视作为旗舰产品展出；海康威视、

KTC 展示了最新的曲面 OLED 商用解决方

案；面板企业 LG Display更是携多款创新性

的 OLED 产品亮相，甚至连华星光电也摆出

了 31 英寸的 OLED 显示屏。难怪于 10 日与

CITE2018同期举行的“2018中国智能电视行

业企业家峰会”上，LG Display全球市场推广

副总裁李廷汉信心百倍地表示：“OLED，大

势已成。”

消费升级助

OLED成彩电大趋势

“OLED，大势已成”是李廷汉 CITE 主

旨演讲的主题，演讲中，他援引全球数据公

司IHS的数据表示，全球定价在2500美元以

上的“高端电视”中，2016年OLED电视的占

比为 35%，2017 年首次超过高端液晶电视，

达51.3%，而IHS预测，2018年OLED电视在

高端电视市场中的比重将提升至 70.7%，进

一步将液晶电视甩开。

李廷汉的直观感受也与上述数据一致。

他在接受《中国电子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从去年下半年开始，我走访了北美、欧洲、

日本等很多发达国家，也一直在观察中国等

众多发展中国家，深切感受到OLED现在已

经成为全球视听大趋势。”

随着中国消费升级浪潮及供给侧改革

逐步深入，越来越庞大的消费群体开始追求

生活品质，他们希望获得个性化的服务和创

新体验，愿意花更多钱购买高附加价值的产

品，OLED无疑符合这一需求。

“我国改革开放40年、彩电国产化30多

年来，电视机早就完成了普及。大多数家庭

都不缺电视机，人们购买彩电已经不再停留

在‘为家里添置一个大件’上，换电视是为了

追求更好的影音娱乐体验、提升家庭生活品

质。因此，最近市场上表现出来的是中高端

产品的热销。比如，OLED电视，以其自发光

的先进技术、纤薄如纸的外观、搭载智能交

互控制等诸多优点，深受消费者青睐。”中国

电子视像行业协会副秘书长兼 OLED 分会

秘书长彭健锋向《中国电子报》记者表示。

在刚刚结束的“2018 Sony EXPO 索尼

魅力赏”活动上，索尼中国董事长兼总裁高

桥洋表示，2017 年，索尼抓住 4K、大尺寸等

区段需求增强的市场良机，引领消费结构的

升级，最终在高端、大屏幕电视区段，成功实

现市场份额的节节攀升。2017 年，索尼推出

了具有标志性意义的OLED电视A1，并获得

了口碑和销量的双丰收。数据显示，2017年，

索尼在 2500 美元以上价位段 OLED 电视市

场中的份额为 36.9％。高桥洋表示，索尼把

2017年定为OLED元年，2018年将进一步争

取上量，以继续扩大 OLED 市场份额。在中

国，索尼刚刚推出了设计和风格不同于 A1

的新款 OLED 电视 A8F，希望两者以“组合

拳”形式出击，满足中国消费升级过程中出

现的多元化、个性化、品质化的消费需求。

技术提升促

2018 OLED好收成

OLED 电视为彩电产业向高附加值转

型提供了动力，也为自身扩大了市场。数据

显示，2017年，全球OLED电视销量为170万

台。分析机构和LGD对OLED电视市场的前

景十分乐观。IHS预测，从2018年开始OLED

电视每年将会以超过 100%的速度增长。李

廷汉预计，2018年OLED电视全球销量将达

到280万台，到2020年则为650万台。

此外，据《中国电子报》记者了解，2018

年OLED阵营将迎来两名新成员，其中海信

从今年下半年起将开始销售OLED电视，这

意味着全球将有15家OLED电视品牌。凭借

海信在全球特别是澳洲、中国等市场的影响

力，将大大提升OLED电视的份额。

奥 维 云 网 数 据 显 示 ， 2017 年 中 国

OLED 电视的销量翻番，达到 12 万台。结

合 流 通 渠 道 的 数 据 ， 预 测 2018 年 中 国

OLED 电视整体销量规模将达到 25 万到 30

万台。 李廷汉指出，中国是对新产品、新

技术的接受度最高的市场，随着居民收入

水平的提高，中产阶层迅速发展壮大，对

高端产品的需求也将随之剧增，高端电视

的需求将会促进中国 OLED 电视快速发

展。据透露，进入 2018 年以来，创维、飞

利浦等主流彩电企业都在确保 OLED 面板

的供应，OLED电视呼声很高。

面对下游终端品牌对 OLED 面板的迫

切需求，LGD 正在加大 OLED 投资，新建产

线。同时，通过不断技术突破，推出多种类型

的 OLED 面板，为终端厂商提供差异化价

值。随着工艺路线的改进，设备的调整，

OLED 面板良率已经提升至 90%以上，产量

实现了大幅提升。

LGD不断加大对OLED的投资力度。近

两年来，LGD 又投资了两条第 8.5 代 OLED

面板生产线，一条在中国广州，一条在韩国

坡州，预计两条生产线主要生产 77英寸、65

英寸、55英寸面板，将在 2019年下半年实现

量产。李廷汉表示，LG Display 的愿景是将

自己打造成为一家以 OLED 为主的解决方

案商。到2020年OLED业务销售份额有望超

过40%。

在 OLED 面板产量提升的同时，LGD

也在不断突破技术难题，推出多元化产

品，更好地满足终端厂商的差异化需求。

当前，电视面板呈现两大趋势，一个是主

流大尺寸向 65英寸迁移，一个是分辨率由

4K 向 8K 拓展。LGD 紧随市场最新动向，

在 CITE2018 上展示出了 65 英寸 OLED 电

视 、 88 英 寸 8K OLED 电 视 。 很 显 然 ，

OLED也正在受到商用市场的关注，OLED

拼接屏、77 英寸 HUD Wall Paper OLED

电视、由 6 块 77 英寸柔性 OLED 面板拼成

的 OLED 圆柱等，都是 LGD 为下游终端厂

商提供更多的解决方案。李廷汉所谓的

“大势已成”，既有对市场的信心，更源自

于对产品和技术的信心。

LG Display喊出“OLED大势已成”的信心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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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信和创维在彩电的上游环节

面板上没有优势，受到面板涨价和供

应链的强烈冲击，利润出现较大幅度

下滑，承受着市场重压。特别是创维，

据奥维云网数据，其 2017 年自有品

牌电视全球出货量下降了21%。海信

和创维在中国电视市场分属一、二的

位置，由于两者的出货体量相对其他

品牌更大，受到的面板涨价冲击相应

也会更多一些。

TCL在全球市场疲软的时候，逆

市上扬，国内国际市场的表现都很不

错。消息人士透露，2016年TCL国内

市场电视亏损约2亿元，2017年则盈

利约2亿元，利润情况得到大幅改善。

海外市场，TCL 电视销量同比增长

33.5%，营收增长50.5%。在北美市场，

TCL电视销售量同比增131.5%，在巴

西市场同比增149.6%。TCL海外市场

营收占比超过一半，海外营收的大幅

上涨带动集团整体业绩顺势上扬。

TCL 海外市场，特别是北美市

场取得不俗的成绩，源于其长期的渠

道策略。美国市场是与中国市场电视

机零售量几乎相当的市场。公开资料

显示，美国Best Buy、Walmart、Cost-

co、Target、Amazon 和山姆会员店这

六大渠道销售美国市场约 80%的电

视机。TCL在2011—2013年与Ama-

zon建立深度合作关系，2014年进入

美国电视最大渠道 Walmart，2015年

在 Walmart、Costco 和 Sam's club 等

全 国 性 大 渠 道 上 量 ，2016 年 进 入

Target渠道，2017年进入Best Buy店

面渠道，完成对美国六大渠道的全面

覆盖。加上其他零售渠道触达，TCL

在美国实现全美 90%的零售覆盖。

2017 年，TCL 在北美电视业务的销

售排名从第六位上升至第四位，被美

国领先媒体评为美国市场增长最快

的电视品牌。

少壮派入主康佳激发了康佳内

在潜力，不仅挽救了彩电业务的颓

势，提升利润，而且培育出多项新兴

业务。供应链管理业务超越原先排在

第一位的彩电业务，从营收占比上成

长为康佳的第一大业务。此外，康佳

将多个自家生产基地转型为“科技产

业园”，推动“科技+产业+城镇化”的

发展模式。业务多元化是康佳2017年

成绩单的一大特点，康佳集团董事长

刘凤喜曾在2018年工作会上表态，没

有人让康佳局限在哪一点上，打开这

些条条框框后，康佳的空间会更大。

经历2017年阵痛

彩电转型升级关键期已来

康佳走在了多元化转型的道路

上，初尝硕果。其他几个彩电品牌，看

似转型并不明显，其实已经在结构升

级上做着非常多的努力。仔细看，在

彩电行业利润率持续下滑的背景下，

电视厂商一直在寻找出路，力图摆脱

净利润极薄的困境。

一是技术重塑竞争格局。彩电是

显示技术推动的产业。回顾彩电发展

历史，每一次显示技术的升级换代都

意味着一次产业洗牌的机会，背投之

争、等离子和液晶之争，技术争夺的

背后都见证了一批企业的消亡和另

一批企业的崛起。现在，又到了显示

技 术 之 争 的 关 键 历 史 期 ：液 晶 和

OLED之争，量子点和OLED之争。

为了更优的画质、更佳的视觉享

受，电视厂商分成两个阵营，一派是

以三星、TCL 为首的量子点电视阵

营，另一派是以 LG 电子、创维为首

的OLED电视阵营。OLED技术的魅

力高过了量子点技术，其阵容规模迅

速扩大到了 14 家，但是市场话语权

却导向了量子点电视。2017 年中国

市场量子点电视销量首度超过百万

台，而OLED电视销量仅为11万台。

随着量子点膜的成本出现较大幅度

下降，量子点电视的售价也将持续下

降，销量更将持续扩大。不过，这并不

意味OLED电视已败，从越来越多的

电视品牌加入 OLED 电视阵营就能

看出，大部分厂商依旧看好OLED电

视的未来。

无论是量子点电视还是 OLED

电视，它们作为高端电视的代表，一

方面成为电视厂商提升产品结构、塑

造高端品牌形象的利器，另一方面，

也暗含新一轮产业洗牌中谁将踏准

节拍、谁将淘汰出局的意思。

二是生态链重塑产业价值。彩电

业对显示面板十分依赖，面板成本即

占据彩电整机的六七成。随着大屏发

展趋势，屏的成本在未来电视中的占

比会越来越大。2017年面板涨价，面

板企业利润大幅上涨，接近 1000 亿

元，而彩电企业的盈利仅在几十亿

元。2017 年的市场波折深刻提醒电

视厂商，过度依赖面板的商业模式会

反噬彩电业的长期发展，重新构建产

业价值链迫在眉睫。

创维集团董事局主席赖伟德表

示，硬件、网络和内容是重塑产业价

值链的“铁三角”。硬件是指电视产品

本身，提升智能化功能，自不必说。网

络是指推动三大运营商提升网速，加

快 5G 的商业化运营。内容是指大力

发展超高清视频产业，为消费者提供

超高清的优质视频内容。不仅是赖伟

德，TCL多媒体CEO王成、康佳集团

总裁周斌都认为，未来电视行业将融

入更大的生态圈，深度触达用户。

长虹董事长赵勇告诉记者，大量

的长虹智能电视不仅为用户提供视

听享受，而且会是长虹产生、收集和

传输用户数据、人机交互数据的装

置，帮助长虹成为具有数据优势的企

业，让长虹基于互联网、面向物联网

进行数字化转型。

年报有喜有忧，彩电业迎来转型关键期
京东“京喜”

重新定义员工福利

本报讯 4 月 13 日，黑鲨科技

在北京发布了国内首款高端游戏手

机——黑鲨游戏手机。小米公司创

始人、董事长兼CEO雷军专门到现

场见证了这款游戏手机的面市。

这一点都不奇怪，因为中国手

机市场正不断下滑。国内手机市场

自2017年首次下滑之后，2018年第

一季度更是出现了大跌，根据中国

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2018 年 3

月国内手机市场运行分析报告》，

2018年1月～3月，国内手机市场出

货量为8737万部，同比下降26.1%。

小米科技也无力抵抗整体市场

的下滑趋势，前两年在国内市场经

历过阵痛，一直在寻求增长的新动

力。雷军正在尝试通过投资细分市

场获得新的增长动能。据了解，黑

鲨科技有两大投资方，其中一个投

资方就是小米科技。

中国游戏市场足够大。黑鲨科技

创始人兼CEO吴世敏强调，中国游

戏市场已经达到2000亿元，手游市

场占比57%，手游用户已经达到5.5

亿人，手机游戏在移动端渗透率达到

68.7%。这一组数据说明手游市场可

能为游戏手机带来巨大的市场机会。

历史总是重演，过去PC市场增

长乏力的时候，PC厂商也曾通过推

出各类游戏笔记本电脑带来新的市

场增长。京东电子文娱事业群通讯事

业部总裁陈婷认为，当前手机市场出

现了和当年PC市场一样的情况，京

东当年就联合PC厂商推动游戏笔记

本电脑市场的增长，相信如今游戏手

机也会带动手机市场的增长。

确实，当手机市场日益饱和的

情况下，手机厂商出现了两大趋势，

一个是渠道下沉，线上和线下融合

度越来越高，小米之家就是一个体

现；另一个是产品细分化、高端化，

高端化追逐的是换机市场，而细分

化是为了获得新市场，游戏手机则

是细分市场的一个典型。（林美炳）

本报讯 近日，京东对外正式发

布企业智慧福利平台——“京喜”。京

喜通过智慧化、协同化、多元化的管

理手段，重新定义员工福利。同时，作

为京东集团“一体化的开放”战略面

向企业管理赋能的典型案例，此举也

透露出京东发力企业管理场景应用

的全新场景化战略。活动上，京东联

合多家知名人力资源机构，共同成立

企业智慧福利联盟，面向联盟企业提

供智慧福利采购平台及学术交流平

台，同步拓展企业人才培养、人才保

留的长期计划。

京喜平台将六大技术应用于员

工福利管理、员工激励等人资管理

场景，通过一站式的智慧管理解决

方案，创新员工与企业的沟通方式。

据了解，在 2016 年底率先发布的

“福礼”，作为“京喜”平台中的一项

功能，在不到2年内，已有2000多家

中大型企业客户进行使用，服务超

过 400 万名企业员工，发放近 3000

万件员工福利，帮助企业节省高达

22%的运营成本，通过可视化管理

平台和智能推荐，企业福礼发放效

率大幅提高。业内专家表示，京东发

布“京喜”是其开放、赋能、共赢战略

在企业级市场的一次重要实践，京

东将自身已有高效、成熟的人力资

源管理经验，用技术手段变成赋能

模块，助推企业用户实现在人资领

域的一站式智慧管理。（晓 文）

国内手机市场增长乏力

游戏手机成为新亮点

CLIVET发布

全屋家居环境解决方案

本报讯 日前，意大利高端中

央空调品牌 CLIVET 举行了 2018

年中国区战略发布会，为中国用户

带来独具意大利特色的中央空调

对空气质量的解决方案。业内专

家表示，从需求层面来说，高端中

央空调受惠于中国市场的崛起，迎

来市场风口；从政策层面来看，外

资进入中国将迎来一波新的高潮，

高端制造业获得了历史性的发展

机遇。此外在消费观念上，中国高

净值人群正不断增加，消费理念也

正在发生变化。

CLIVET 亚 太 区 销 售 总 监

Guido Cassin 表示，CLIVET 作为

领先的欧洲空调设计、生产、销售

公司，其全面的解决方案在住宅、

商用和工业中均得到了广泛运用，

目前在全球不同国家拥有 7 个分

支机构，其中便包括中国。CLIV-

ET 遍布全球的 130 个服务中心，

为 CLIVET 的用户提供全方位的

服务。CLIVET 进入中国高端中

央空调行业，带来了中央空调的全

屋解决方案，并将兼顾舒适和节

能，为中国用户提供来自意大利的

科技，包括新风净化空调机、多功

能热泵等产品。 （文 编）

本报讯 在人工智能的快速发

展下，智能家居重新被中国家电行

业视为风口，诸多科技企业纷纷布

局智能家居。近日，手机品牌努比

亚在北京正式发布智能家居产品

——智能门锁。

努比亚发布的智能门锁具备金

融级安全加密芯片、3 万像素指纹

识别、锌合金材质，具有密码、指纹、

智能卡、钥匙、手机开锁等五种开锁

方式，是努比亚进军物联网大门的

第一把“锁”。该门锁新品国内售价

1599元。

该产品在巴塞罗那 MWC2018

上已经亮相，此次又在国内正式

发布，均表明了努比亚一直在积

极 研 究 全 新 的 产 业 布 局 。 据 了

解，下一步努比亚将会以提供全

套智能互联解决方案的模式进一

步 与 合 作 伙 伴 配 合 ， 在 智 能 家

居、智慧城市等领域，探索一定

的市场空间，同时也让用户可以更

加轻松地体验到这些“黑科技”为

生活带来的便捷。 （文 编）

智能家居行业又添新兵

手机企业努比亚发布智能门锁

本报讯 日前，OPPO 与浙江

卫视联手打造的“年轻造未来”春

季盛典暨OPPO R15新品发布会

在深圳举行。新发布的 R15 仍然

延续OPPO“更多年轻人选择的拍

照手机”的品牌定位，锁定年轻群

体。OPPO官方宣布的R15的售价

为 2999 元，R15 梦镜版售价分别

为3299元、3499元，对于年轻人来

说也是一个可接受的价格。

OPPO的巧思随处可见，不同

以往的新品发布会，OPPO将这次

的 R15 新品发布会打造成以“年

轻造未来”为主题的大Party：王俊

凯、陈伟霆、杨紫等 OPPO 手机代

言人悉数亮相，带来劲歌热舞；融

合 AI、AR 和 VR 等高科技元素的

节目更是精彩纷呈，成功吸引了

年轻人的眼球。

在配置方面，OPPO R15 配

备了 6.28英寸、19∶9的全面屏，屏

占比达到90%。外观方面双面玻璃

和渐变流光机身的设计，让 R15

更符合年轻人的审美。在 OPPO

一直擅长的拍照方面，R15配备了

前置 AI 智慧美颜摄像头，能够智

能分析人脸特征点，为用户匹配

最合适的美颜效果。此外，为满足

用户的游戏需求，OPPO R15 首

发搭载了能耗比优秀且集成多核

AI单元的联发科P60处理器，在存

储方面用上 6GB+128GB 大容量

组合，在续航方面采用 3450mAh

大电池+VOOC 闪充的组合等。

OPPO 还专门针对超级 App 进行

了联合优化，微信、王者荣耀、“吃

鸡”游戏等都可以感受到前所未

有的流畅体验。 （王 伟）

锁定年轻群体

OPPO发布新机R15

新品100%首发

苏宁掘金洗碗机市场

本报讯 4月13日，苏宁易购

总裁侯恩龙在苏宁第二届洗碗机

节媒体发布会现场表示，未来家电

消费呈升级趋势，消费者在美好生

活、健康消费、厨房经济和家庭普

及方面的需求日益增强。面对欧

美洗碗机市场70%的高普及率，中

国的普及率尚不足 3%，广阔的市

场前景使洗碗机有望成为厨电行

业新的增长点，苏宁已经是毫无异

议的第一渠道。

自洗碗机于苏宁易购上线至

今 ，市 场 份 额 逐 年 递 增 。 截 至

2017 年年底，苏宁洗碗机累计销

售 突 破 50 万 台 ，行 业 占 比 达

25%。相较于 2017 年 10 亿元、23

万台的实际销售情况，2018年销

售量翻一倍的“小目标”，彰显了苏

宁作为家电全渠道霸主的自信与

实力。此次布局洗碗机市场，在原

有基础标准上，苏宁联合中国家用

电器研究院发布“碗美标准”，在洗

碗机清洁能力、干燥能力、耗电量、

耗水量、洗涤时间等方面提出了新

的标准，对现有洗碗机行业产品

标准进行了优化。同时，苏宁利

用多产业协同和线上线下双渠道

优势，推动行业标准的纵深发

展。发布会现场，苏宁联合中国

消费者协会，西门子、美的、方

太等11个洗碗机品牌组成“碗美

联盟”，意在共同引领洗碗机行业

发展。洗碗机节期间，将有多款

新品于苏宁首发。 （文 编）

本报记者 林美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