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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飞曾经是一个非常响亮的品
牌，与海尔、容声、美菱并称为冰箱
界的“四朵金花”，并一度创下辉煌
战绩。1994年和2005年，新加坡丰
隆集团先后两次收购新飞电器的股
份，并控制了新飞90%的股份，令新
飞摇身一变成为一家外资企业。新
飞与丰隆集团实现合资后，逐渐将

其股权和经营管理权转让给后者，
而后者被指经营不善。在外资全面
接管新飞的几年间，新飞的业绩急
转直下，自2017年11月起，新飞因
面临业绩和资金压力，工厂大门紧
闭、车间停产、仓库贴封，其品牌价
值也逐渐跌落至谷底。

2018年6月28日，新飞旗下三

家公司新飞电器、新飞家电、新飞制
冷器具的全部股权开始进行公开拍
卖，起拍价为4.5亿元。6月29日，
康佳集团以4.55亿元竞拍成功，获
得了新飞三家公司全部股权，价格
仅为底价上浮 500 万元。8 月 28
日，新飞宣布正式复产。

11 月 22 日，新飞举办 2019 全

球客户合作伙伴大会，称其生产经
营业务已经步入正轨。根据新飞对
外发布的重振目标，2019年起的三
年内，新飞冰箱、冷柜的产销预计将
突破 300 万台，回到行业第一阵营
的地位，同时开拓空调、洗衣机品
牌，从而打造企业经营的多元化竞
争力。

拥抱康佳的新飞，能否重新插上翅膀？

本报记者 马奕

2018 年 6月 29 日，康佳
集团以4.55亿元于淘宝竞拍
获得新飞三公司，即河南新飞
电器有限公司、河南新飞家电
有限公司、河南新飞制冷器具
有限公司100%股权，价格仅
为底价上浮500万元。8月28
日，新飞宣布正式复产。

不久前，新飞发布重振目
标，提到“在2019年起的三年
内，新飞冰箱、冷柜的产销量突
破300万台，回到行业第一阵
营的地位”，引发业界争论。在
外界看来，几经折腾之后，新飞
的生产经营虽然已初步驶入正
轨，但距离恢复元气尚需时间。

新飞希望借助康佳重回巅
峰，康佳则希望通过新飞迅速
扩展白电业务，不过在呈现寡
头竞争局面，品牌格局已经固
化的冰箱行业，实现新飞和康
佳期盼中的“双赢”并非一句口
号那么简单。

不过在如今冰箱市场格局相对
固化，品牌格局呈现寡头化的背景
下，新飞想要重新“起飞”的将遭遇
多重挑战。

从现有冰箱市场的品牌格局来
看，海尔独占鳌头，美的、海信系、西
门子紧随其后，行业 TOP5 品牌集
中度高达 77.6%，且马太效应逐年
加剧。

根据北京中怡康时代市场研究
有限公司提供的数据，目前处在冰
箱产品第一阵营中的海尔、西门子
和美的三大品牌，2017年零售额所
占市场份额分别为31.6%、12.8%和

10.3%，新飞仅占1.6%，2018年前11
个月，三大品牌的市场份额依次为
35.3%、11.5%和 10.8%，而遭遇重大
变故的新飞仅占0.3%，已经跌出行
业前十名。对于如此大的差距，有
业内人士指出，新飞短时间“重回第
一阵营”的目标显然不切实际。

家电行业分析师刘步尘对《中
国电子报》记者说，恢复生产不能等
同于恢复市场，如今消费升级和智
能化时代已经到来，家电行业竞争
日趋激烈，长久处于第一阵营的企
业奋力奔跑尚且不能放松，跌倒后
已在地上坐了一会儿的新飞，发力

追赶第一阵营的难度显然不小。这
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新飞
的品牌力不足，如今的新飞已经没
落到第三阵营，不为年轻人所接受；
二是技术创新能力不足，多年来在
产品研发和技术创新方面停滞不
前，这对于家电品牌来说是致命的；
三是开拓渠道和注入资金的能力不
足，本就不属第一阵营的康佳在接
手后，不具备激活新飞的强势动能。

郭梅德指出，新飞在重启后将面
临双重挑战。从外部来讲，冰箱市场
已经不是十年前的局面，当前冰箱市
场无论是线上线下的竞争格局、产品

技术的更迭和用户需求的变化都发
生了较大的变化；从内部来讲，新飞
品牌、渠道、生产制造和产品研发都
面临重启，且与康佳双品牌运作的过
程中仍需要磨合。“新飞的当务之急
是回归到消费者的视野里，激活原有
的品牌影响力。”他说。

显然，对于新飞而言，虽经康佳
收购得以重生，逐步恢复生产，但由
于长期落后于行业第一阵营并已停
产多时，短时间内恢复产能并非易
事。提出发展目标固然重要，但当
务之急还是从产品做起，重新赢得
市场和消费者认可。

奥维云网副总裁郭梅德告诉记
者，新飞在市场上还是有一定的“底
气”，“新飞在河南及周边省份有较
强的渠道网，同时建立了较为强大
的用户基础，十年后这批复购的用
户仍然是新飞的重要消费群体”。

郭梅德认为，作为国企和上市
企业，康佳有一定的实力重启新
飞。在资金方面，未来三年内将有
超过1个亿的费用用于研发方向的
投入；康佳也在组织专业的管理团
队，重新招聘管理、研发、销售人
员。此外，康佳彩电业务目前的盈

利能力弱于白电产业，康佳也希望
借助收购新飞扩展白电业务规模，
提升整体盈利能力。

北京中怡康时代市场研究有限
公司白电事业部副总经理王宏吉在
接受《中国电子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新飞提出三年内，使冰箱、
冷柜业务回到行业第一阵营的地
位，是一个中长期战略目标。”

王宏吉认为，康佳和新飞二者
有较强的互补性。这种互补性，表现
在地域范围、家电生产品类和经营
管理能力等方面。“新飞的影响力主

要在三、四级市场，有一定的市场定
价权。康佳接手新飞，有利于双方共
摊成本，还可以盘活建立起配套体
系和上下游供应链体系，形成营销
链条中的品类协同和渠道协同。”

新飞公司相关负责人在接受
《中国电子报》采访时表示，在产品
规划方面，新飞将力求稳健务实，以
制冷为圆心扩充品类，2019年将开
拓空调、洗衣机品牌，从而打造企业
经营的多元化竞争力。未来三年，
新飞电器的产品布局将以智能、健
康、物联为发展方向，并计划在产品

研发方面投入 1 亿元以上，力争通
过两年的持续投入，使新飞产品达
到国内一流水准，继续深挖核心技
术潜力，提升产品技术水准，开创
行业空白。

新飞公司董事长张中俊表示，
对于未来的新飞，定位已经非常明
确，一是保持新飞的相对独立运营，
二是实施“康佳白电+新飞电器”的
双品牌协同运作策略，三是适时推
动新飞的资本化运作，公司已经投
入专项市场基金，用于渠道的恢复
和开拓两项工作。

重新瞄准第一阵营
新飞发布重振目标，2019年起三

年内，新飞冰箱、冷柜的产销预计突
破300万台，重回行业第一阵营。

新飞有底气？
康佳和新飞二者有较强的互补

性。这种互补性，表现在地域范围、
家电品类和经营管理能力等方面。

面临多重挑战
在如今冰箱市场格局相对固化，

品牌格局呈现寡头化的背景下，新飞
想要重新“起飞”将遭遇多重挑战。

本报讯 根据中怡康数据显示，
2018 年 11 月洗碗机线下市场量额
保持上行，整体市场零售额同比上
涨 32.7%，零售量同比上涨 23.2%，
数据上看出目前消费者对洗碗机接
受度在逐渐提高。

品牌方面华帝、博世和樱花量
额涨幅均大于100%。

零售额方面，市场 Top10 品牌
中，仅德意处于同比下降状态，其降
幅高达32.9%。

零售量方面，Top10 品牌中美
的、海尔和德意处于同比下降状态，
降 幅 分 别 达 到 了 4.3% 、8.5% 和
25.9%。

从数据上可以看出，目前市场
整体向好发展，随着人们生活品质

的提高，洗碗机也成了提升品质的
重要电器。

产品结构方面来看，目前主力
销售产品为嵌入式洗碗机。

售价方面，目前洗碗机市场整
体均价在 6000 元左右，博世的均
价最高，在1万元以上，可以看到
整体市场高端化程度很高，未来一
段时间还将保持洗碗机市场高端化
状态。

品牌份额方面，零售额Top3品
牌为西门子、方太和老板，占比分别
为 48.2%、34.1%和 7.0%，合计接近
90%；零售量Top3品牌依旧为西门
子、方太和美的，占比分别达到
49.3%、27.9%和 10.7%，合计超过
85%。 （文 编）

本报讯 1 月 4 日，全球权威影
像质量评测机构 DxOMark 发布了

《A recap of 2018 and best wish-
es for the new year！》，对 2018 年
所评测的智能手机作了年度总结。
2018 年，DxOMark 共发布了对 31
款智能手机的评测，覆盖高中低端
产品线。

2018 年各大手机厂商推出的
智能手机在拍照方面提升非常巨
大。DxOMark 谈到了首次有设备
的评分突破100分，搭载高端摄像
头的产品在所有测试子类别中都取
得了进步。文章最亮眼的要数
DxOMark 公 布 的 三 个 年 度 排 行

榜，包括总评、拍照评分、视频评
分三项。

在总评排行榜中，后置徕卡三
摄的华为 P20 Pro 傲视群雄，稳坐
榜首。总评榜单前六均为双摄，依
次 为 华 为 P20 Pro、iPhone XS
Max、HTC U12+、三星 Note9、小
米MIX3以及华为P20，最强大的单
摄手机谷歌Pixel3仅排名第7。

在拍照榜单中，排名前三的手
机 依 次 为 华 为 P20 Pro、iPhone
XS Max、小米 MIX3。而在视频榜
单中，榜单前三居然有两款都是单
摄，谷歌Pixel3荣登榜首，成为最佳
视频拍摄手机。 （文 编）

本报讯 华为昨日公布了一份
重量级的“2018 年华为消费者 BG
成绩单”，从智能手机、服务、收入、
获奖、生态、云服务、品牌七个方面，
全方位展现了华为消费者业务在
2018年所取得的各项成就，其中最
引人瞩目的当属“智能手机”。

2010年，华为智能手机发货量
只有 300 万台，2018 年一举突破 2
亿台，增长约66倍。全球市场份额
也从“Others”跻身 TOP3。2018 年
第二季度和第三季度，华为一度超
越苹果位列全球第二，IDC数据显
示华为手机市场份额达14.6％。华

为 Mate 和 P 系列全球发货量接近
3000 万台，最新的 Mate20 系列手
机，两个月就突破 500 万台。面向
年轻消费群体的华为 nova 系列累
计销量超过6500万台。

2018年，华为消费者业务收入
规模同比增长近50％，提前一年创
下 500 亿美元里程碑，占华为总收
入的一半。华为手机站稳海外高端
市场，平均收入增长超过 70％，荣
耀品牌海外收入猛增180％。华为
P20 Pro正式登陆日本第一大运营
商NTT DoCoMo。

（文 编）

本报讯 Vuzix AR 眼继去年
发布企业版Blade（一款类似于传统
太阳镜的增强现实智能眼镜）之后，
Vuzix确认其消费型号的发布日期
和定价。消费者版本在以前被称为

“Blade General”，Blade的零售版本
现已接受预订，售价为 1000 美元，
并在4-6周内发货。

与某些 AR 耳机竞争对手不
同，Blade 不是完全独立运营，而是
依靠Android手机或iPhone进行数
据服务。佩戴者可以通过他们的镜
头看到现实世界，增加了矩形波导
显示器，可以产生明亮的浮动彩色
图像，易于查看。

该屏幕使用户能够查看电子邮

件，诸如餐馆菜单，文本消息，媒
体播放器控件和地图导航指令之类
的图像，所有这些都可以使用帧侧
控制来解决，在某些情况下还可以
使 用 多 语 言 语 音 命 令 来 解 决 。
Vuzix现在承诺支持亚马逊Alexa和
谷歌语音助手。此外，集成的相机
可以录制800万像素的照片和720p
的视频。

Blade 采 用 四 核 ARM CPU
和定制版Android OS，集成陀螺
仪硬件，可实现基本的头部跟
踪。它使用蓝牙和 Wi-Fi 进行无
线通信，并具有 microSD 端口来
存储内容。

（文 编）

本报讯 Pico 的新款 VR 一体
机是其去年 8 月份发布的 Goblin
2 VR 一体机的 4K 版本，采用了
与Oculus Quest相同的骁龙835芯
片组，配备 4G 内存和 32GB 存储
空间，总重量约278克，支持Pico
自己的应用商店以及 HTC 的 Vi-
veport M应用商店。

该款全新 VR 一体机是一款
企业级的设备，拥有 3DoF 的追
踪功能。Pico CEO周宏伟在声明
中表示，Pico 目前认为 VR 的企
业市场比消费者市场拥有“更多
尚未开发的潜力”，“VR和 AR的
使用案例是无限的，我们的目标

是通过 Pico G2 以及 Pico G2 4K
VR 一体机来帮助企业实现这一
目标”。

Pico G2 4K 将主要以企业客
户为中心，其包含了 Kiosk 模式，
可以让该款一体机仅运行单一的
应用，以方便在 CES 这样的展会
中使用。G2 4K 同时加入了无控
制器运行的选项，一些适合的应
用可以开启这一功能。本周早些
时候 Oculus Go 也宣布将提供类
似的功能。

Pico G2 4K 的 价 格 尚 未 公
布，在美国的发布日期定于 2019
年第一季度。 （文 编）

DxOMark年度总榜发布

31款智能手机评测结果出炉

华为2018年智能手机出货量

突破2亿台

Vuzix 发布

消费者版本AR眼镜

Pico推出

新款4K VR一体机

本报讯 在1月3日公司召开的
重大资产重组说明会上，TCL 集
团董事长李东生表示，此次资产出
售后，TCL 集团将从一家家电企
业变成科技企业。公司资产结构
进一步优化，盈利能力提升。同
时，重组将加速公司面板产业发
展，通过下一代新型显示技术和
材料的开发，提升公司高阶产品
的核心竞争力。

TCL 集团董秘廖骞在说明会
上介绍，截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
TCL 集团资产总计和负债合计分
别为 1699.16 亿元和 1122.38 亿元。

如果按照重组后计算，截至 2018
年 6 月 30 日，TCL 集团资产总计
和负债合计则分别为 1455.71 亿元
和 904.33 亿元。盈利方面，2017
年TCL集团归母净利润为26.64亿
元；重组后，2017 年归母净利润
将达到44.22亿元。此次资产重组
后，上市公司资产结构进一步优
化，盈利能力得以提升。

对于此次资产重组的意义，廖
骞指出，一是专注半导体显示及材
料业务，通过下一代新型显示技术
和材料的开发，建立起公司高阶产
品的核心竞争力，发挥产线区域集

聚的规模优势，并寻求核心业务领
域的并购重组机会；二是发挥产融
结合协同优势，通过产业链金融为
圈内企业提供各项金融服务，利用
溢余资本创收增益，平衡半导体
显示行业市场周期波动的影响；
三是公司回收47.60亿元现金，并
置出5万多名员工和150亿元有息
负债。主要财务指标得到不同程
度的改善，盈利能力和股东回报
得以增强；四是华星光电相比竞争
对手客户集中度偏高，器件业务与
终端业务区隔后，能扫清其他品牌
战略客户顾虑，客户均衡度有望得

以改善。
对于市场关注的品牌维护费用

的问题，廖骞介绍，重组后，TCL
品牌将由上市公司所有，TCL 集
团和 TCL 控股共同使用。如标的
资产新增使用 TCL 品牌的产品种
类，需得到 TCL 集团同意。公司
此前公告称，本次交易完成后，在
TCL 控股已对标的资产使用的相
关 TCL 商标的广告投放等事项投
入费用的情况下，TCL 集团将不
会额外对该等与标的资产使用的相
关 TCL 商标维护、推广及管理等
事项投入费用。 （文 编）

TCL集团将转型为科技企业

2018年11月洗碗机

线下市场量额齐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