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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市场虽然有较大的增长空间，但海

外市场的进驻道路却难以一帆风顺。一系列

错综复杂的现实问题和国家环境变幻给中国

彩电品牌带来多重挑战。

各国法律法规、物流配送、语言沟通、

审美差异、生活习惯等现实问题是中国彩电

品牌进驻一个国家或地区首要考虑的现实问

题。同时，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大国之

间的贸易摩擦不断是贸易自由化、全球化发

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世界经济货币政策调

整带来的汇率风险等一系列国际环境变幻有

可能让企业陷入被动局面，尤其是布局发达

国家市场的中国彩电品牌不免受到代工、出

口、贸易等多方面影响。

然而对于印度、印尼等原本相对落后，

近年来切实享受到开放贸易的裨益的新兴国

家，其国内市场更愿意也更容易接受海外品

牌以及海外投资，这为中国彩电品牌的进驻

以及市场开拓开放通道。“未来一段时间，

新兴国家市场可能会成为中国彩电品牌海外

扩张的重点选择。”彭显东表示。

因地制宜、产品品质、技术实力、供

需对应、成本控制、渠道覆盖、品牌建设

等，一直是中国彩电品牌海外拓展的重要

课题。而中国家电品牌海外扩张是有阶段

性的，目前正在从提升市场销量、扩大生

产规模向塑造品牌形象过渡。现阶段海外

扩张更应该注重技术研发突破，在超画

质、人工智能、超大屏等潮流技术上发

力，着力提升高端产品的覆盖率；通过

冠名和赞助等品牌传播方式提升消费者

认知度；在内容生态构建上，选择与当

地视频内容提供方合作，为用户提供本土

化优质内容等。

“ 未 来 中 国 彩 电 品 牌 通 过 提 升 零 售

量，再加强品牌形象塑造与宣传，会在中

低端市场一步步超过三星、LG 等外国品

牌 的 市 场 份 额 ， 并 逐 渐 向 高 端 市 场 渗

透。”杨毅晟说。

中国彩电品牌海外扩张
无奈之举or长远之计？

本报记者 卢梦琪

小米电视近期正式进军俄罗斯市场，这也是继印度和印度尼西亚之后，小米电视进入的第三个海外市场。在此之
前，创维、TCL、海信等传统彩电品牌也早已布局海外市场。现阶段，中国彩电品牌的海外扩张，既是国内红海市场的突
破口，更是品牌长远发展的必经之路。

中怡康时代发布的监测数据报告显示，

2019 年第一季度，我国彩电零售额大幅下

降，创下新低，为 7 年来需求最低的第一季

度。具体是彩电零售量为387万台，同比下降

1.8%；零售额 119 亿元，同比下滑 4.8%。多方

市场调研机构预测，2019年彩电整体零售额

仍不容乐观，而未来几年中国电视市场会继

续呈现走低的态势。

放眼海外市场，中国彩电品牌市场成绩

显著。2019 年 1-5 月，TCL 液晶电视全球销

量达到1340台，同比增长24.2%，其中海外市

场为 954万台，同比增长 43%，占到总销量的

七成。2018 年，海信在美国的自主品牌销售

量同比增长 57.5%，在加拿大市场同比增长

106.1%，在欧洲市场同比增长 14.1%，在南非

市场同比增长41.7%。小米作为新进入者，自

2018年2月首次发力海外进入印度市场收获

了不错成绩，2018 年小米电视全球出货量

840万台，同比增长 225%，在印度市场，小米

连续4个季度蝉联第一大智能电视品牌。

在国内市场陷入红海，市场需求不振、市

场新动力尚未形成，海外市场成绩相对亮眼、

增量空间广阔的大环境下，海外市场成为了

中国彩电品牌的必争之地。把海外市场的规

模增长作为主要着力点，是中国彩电品牌面

对国内红海市场寻求发展的一大突破口，其

出海步伐日趋紧迫。

现阶段，不论对于小米这一海外市场的

新进入者，还是对于早已开拓海外市场的创

维、TCL、海信等传统品牌，海外扩张在于

推动品牌全球化发展，重塑中国彩电品牌核

心竞争力和品牌形象，提升品牌溢价能力，

提高产品附加值，更大的深意是建立全球性

的品牌信任，随后推动全球对中国彩电品牌

技术方向引领的认同。

北京中怡康时代市场研究有限公司消

费电子事业部总经理彭显东在接受 《中国

电子报》 采访时表示，彩电行业是国内充

分竞争的行业，也是离消费者最近、最容

易形成品牌概念的行业。中国彩电品牌已

具备全球化发展的潜力，中国彩电品牌的

未来就是要发展成为世界品牌，在全球市

场彰显中国力量是彩电品牌的使命所在。

过去国内市场较大，企业充分耕耘国内市

场，放眼海外节奏较慢。但是，当国内市

场压力大的时候，恰恰会加速这个过程，

而且此过程不可逆。

从历史发展角度看，三星、LG 等韩

国品牌除了拥有完整的产业链，上下游

成本节约，其在关键技术和专利上也位

于行业前沿，这些优势助其在慢慢全球

化的过程中不断蚕食日本品牌的全球市

场份额，占据行业领先地位。GfK 黑电事

业部高级分析师杨毅晟在接受 《中国电子

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彩电品牌在发

展过程积累了在生产、技术、产业链布局

等方面的资源和经验，已经具备和三星、

LG 等大厂竞争的实力，现在更是已经发

展到要在全球市场上占领主导地位、引

领行业前沿的阶段。

对于小米等海外市场的后进者，与创

维、TCL、海信等传统家电品牌的海外市场

拓展具有相同点，也有不同之处。杨毅晟表

示，共同点在于两类品牌均是以低价格进行

海外突破。不同之处在于，传统品牌多是稳

扎稳打，逐渐渗透。首先是海外建厂和品牌

收购，近两年则较多采用子母品牌并行、品

牌营销等方式抢占市场份额，盈利模式集中

在赚取硬件差价；而小米的战略更加激进，

带着互联网思维来势凶猛，其硬件以低价甚

至亏本销售，更多以其搭建的小米内容生态

体系等软件盈利。

彭显东表示，与传统彩电品牌布局海

外市场采取子母品牌并行、当地投资建厂

满足产品生产、资本收购等多元化手段相

比，小米选择的印度、印尼和俄罗斯市场

距离中国地理距离较近，其产品生产形式

基本上以国内代工出口，再通过海运送至

目标国家。且小米在印度市场是以手机打

开市场积累口碑和人气，并采用生态打法

引入小米电视。

国内彩电市场红海的突破口

品牌全球化是孜孜以求的目标战略

海外扩张的手段丰富

海外扩张需应对多重挑战
彩电品牌海外扩张处在品牌形象

塑造的重要阶段，须在技术研发、品
牌传播、内容生态构建等方面发力。

回顾 2019 年上半年的空调市场，行

业的主题只有两个：第一是行业规模的

下滑，第二是行业价格战的激烈。

据中怡康推总数据，2019年1-5月，空

调市场零售量和零售额规模分别为2573万

台 和 913 亿 元 ，分 别 同 比 增 长 -7.6%

和-8.8%。其中，线上空调市场零售量和零

售额规模分别为773万台和230亿元，分别

同比增长-4.2%和-4.9%；线下空调市场零

售量和零售额规模分别为1800万台和683

亿元，分别同比增长-9.0%和-10.0%。从

数据中不难看出，2019年的空调市场不再

是往年的增量市场，而是线上线下规模齐

降的减量市场。

空调行业素来也有看天吃饭的说

法。那么今年的炎夏期间中国天气状况

会如何呢？前不久，国家防汛抗旱总指

挥部透露，2019 年长江中下游、淮河、

珠江流域西江和北江等地将发生区域性

较大洪水；黄河上中游、海河南系、第

二松花江、辽河等地将发生局部暴雨洪

水；华北和西北等地部分地区可能发生

较重夏旱。

结合来看，华南、华东等南方大区的

暑期空调市场会因为大量降水受到较大

负面影响，华北、西北等大区的暑期空调

市场将会受益于炎热天气。而根据 2018

年空调市场的推总数据，华南和华东大

区占全国市场的零售量比重之和高达

55.7%，而华北、西北大区占全国市场的零

售量比重之和仅为 16.7%。由此可见，

2019 年的天气对 6-8月的空调市场来说

将是不利因素，空调行业在未来两个月

将继续遭受规模下降之痛。与此同时，

库存问题也将凸显出来。

据中怡康测算，在 2019 年 4 月底，空

调行业已经有了 4861 万台的天量库存，

当 6-8 月空调零售因为天气的不利因素

而下滑时，可以预见6-8月空调总库存的

减少量不会大。为了减少这个包袱，空

调行业在销售旺季不大打价格战的惯例

被打破，在今年 6-8 月，空调行业的价格

战将很激烈。事实上，今年的 618 大促，

空调行业的价格战激烈程度已经是近十

年之最。站在中长期角度来看，这个现

象也预示着空调行业主流品牌维护价格

的默契将消散，当前空调行业的毛利率

将很难继续维持下去。 （中怡康供稿）

空调行业：规模下降，价格战激烈

创维25亿元光电项目落户江门

三星中国将再调组织架构

本报讯 近日，创维光电项目签约

仪式在江门鹤山工业城举行，标志着中

国 500 强创维集团的子项目正式落户鹤

山。据悉，该签约项目总投资约25亿元，

全部达产后产值超80亿元。

据鹤山工业城有关负责人介绍，上

述项目由创维光电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投资建设，总面积约 500 亩，分四期建

设，主要生产液晶模组、智慧商显等产

品，后期还将引入创维集团的核心零部

件配套商。“项目首期达产后，预计年产

值达 12 亿元，可产生税收约 1500 万元。

项目全面建成投产后，预计实现年产值

达80亿元，税收约2亿元。”

在签约仪式上，创维集团方面表示，

近年来创维集团一直积极拓展多元化生

态产业。光电科技项目选择落户鹤山工

业城对双方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合作起

点，项目将为鹤山创造更多就业，并吸引

更多高层次人才，带动产业链上下游一

同转移到鹤山。创维集团相关负责人表

示，希望项目能够在鹤山做大做强，创维

集团将与鹤山市一同成长，为粤港澳大

湾区的发展做出贡献。

据悉，创维集团近期还将到鹤山考

察，推动智能制造、家电、新能源汽车等

项目落地，双方合作有望进一步加深。

（文 编）

本报讯 继裁撤七大支社、调整区

域办事处之后，中国三星电子再调组织

架构。近日，有媒体从三星内部拿到的

一份文件显示，6 月初，三星电子已调整

此前的 23个分公司架构，改为 11个分公

司28个大区。

据悉，原有的23个分公司中，部分

分公司被合并，包括辽宁、黑龙江、吉

林三个分公司合并为沈阳分公司，上

海、江苏合并为上海分公司等。也有部

分分公司保持原来编制，比如四川分公

司，其负责人郑永焕也未变动；此外，

山东分公司虽未与其他分公司合并，但

其负责人换成了由安徽分公司调过来的

周本武。

7月3日，多位分析师预计，三星第二

季度营业利润将达到 6 万亿韩元（约合

51.4 亿美元），较上年同期的 14.9 万亿韩

元下降60%。

前不久，韩国三星电子公司发布了

2019 年第二季度业绩展望，三星表示由

于内存芯片的价格和需求持续疲软，预

计第二季度营业利润为 6.5万亿韩元（55

亿美元），略高于业界预计的6万亿韩元，

但较上年同期下降约56%。

三星表示，第二季度的最终数据

将于本月晚些时候公布。如果这些数

据与业绩展望相符，这将是连续第二

个季度三星的营业利润比去年同期减

少一半以上。 （文 编）

传统彩电品牌的海外扩张多是稳
扎稳打，逐渐渗透；而小米作为新进
入者相对激进，来势凶猛。

中国彩电品牌的海外扩张最大的
深意在于建立全球性的品牌认同，推
动全球对其技术方向引领的认同。

在国内市场陷入红海，海外市场
成绩亮眼的环境下，海外扩张成为中
国彩电品牌发展的突破口。

（上接第 1版）虽然发布时间未定，但

Mate20 X 5G 有望成为首款上市的 5G

国行手机。

5G 芯片的另一个重要玩家联发科，

则“抢发”了 5G SoC，预计今年第一季度

送样，2020年第一季度发布商用终端。这

款 SoC 搭载了联发科 Helio M70 调制解

调器，Arm Cortex A77 CPU，Arm Ma-

li-G77 GPU，峰值吞吐量达到4.7Gbps下

载速度，支持 NSA/SA 组网。紫光展锐近

期也传出2020年推出5G SoC的消息。展

锐旗下已经有 5G 基带芯片春藤 510，基

于 12nm 制程，支持 NSA/SA 组网。预计

2020年推出的5G SoC将采用7nm工艺。

苹果也是5G芯片不可忽视的研发力

量。经历了与高通的专利大战，与英特尔的

分道扬镳，苹果反复释放出自研5G基带的

信号。有消息称苹果考虑收购英特尔在德

国的调制解调器部门。早先，苹果还传出将

调制解调器团队转移到硬件技术部门，由

主导苹果A4开发的Johny Srouji负责，以

及挖角英特尔调制解调器工程师的消息。

目前三星、华为、苹果占据了智能手机全球

出货量前三，而华为、三星都研发了自己的

5G基带芯片，如果苹果也加入其中，恐怕

未来的5G手机市场竞争将更加胶着。

成本成市场化最大门槛

从2G时代到5G时代，“有必要用”和

“用的起来”是移动通讯发展的关键。

所谓“有必要用”，是指发掘 5G 商用

场景。集邦咨询分析师姚嘉洋向记者指

出，目前5G商用芯片的布署，基本上分成

手机端、车用/无人机与物联网等三大应

用领域。现阶段手机端领域的发展较快，

但从 MWCS2019 上也可以看到，在无人

机与物联网应用方面也有不少进展。王笑

龙也向记者表示，手机通讯是 5G 的最主

要场景，汽车、物联网，以及野外生产等需

要高速、室外、移动数据传输的行业应用，

也是5G的适用场景。

而“用的起来”，一方面要使 5G 芯片

符合不同商用场景的需求，一方面是成本

可控。王笑龙向记者表示，移动端对芯片

综合性要求最高，既要求成本低、发热量

小、体积小，又要求多频谱、全球通。基站

芯片要求吞吐量大，能满足若干终端的需

求。物联网芯片功能相对单一，最大的要

求是成本低。

在5G商用初期，成本是5G终端进入

消费市场的第一道门槛。对于消费者而

言，最先接触的 5G 体验就是以手机为代

表的移动通讯，而移动终端往往成本敏

感。摩根大通报告指出，5G手机芯片平均

价格是4G LTE的将近1.85倍。

5G手机芯片为什么这么贵？姚嘉洋向

记者指出，5G 必须向下相容 4G/3G 等频

段，再加上为了要提升使用者的体验，载波

聚合的技术含量势必也要有所提升。此外，

又要引进先进制程来提升整体的运作效

能，因此成本提高。单以Sub-6GHz的5G

手机来说，前端射频的成本上相较于4G手

机要提升20到30%左右。

降低 5G 芯片的成本，需要产业链的

共同努力。王笑龙向记者指出，5G芯片目

前还在技术化阶段，基带面积偏大，物料

成本高，经过技术验证之后会向 SoC 整

合，进行产品化。要摊薄成本，关键是将用

户的需求激发起来，这需要 5G 内容开发

商的努力。

姚嘉洋认为，在进入5G手机市场后，

昂贵的成本结构在5G布署初期，势必会造

成一定程度的阻力。不过，2019年年底到

2020年年初，高通、联发科等芯片厂商会陆

续推出5G SoC，将有机会拉低5G手机的

零组件成本。另外，加速5G手机的使用，形

成规模效益，也会优化成本结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