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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浙江省提出实施数字经
济“一号工程”，全面推动数字浙江建
设。宁波市在全国率先系统推进智慧
城市建设和智能经济发展，全面贯彻
实施浙江省数字经济“一号工程”，以
推动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城市
智能化为路径，启动“246”万千亿级
产业集群培育建设，加快创建特色型
中国软件名城，努力打造“数字中国”
建设示范城市。

自2011年起，宁波连续成功举
办了8届中国智慧城市技术与产品
博览会。智博会已经成为了国内智
慧城市、智能经济领域展示、交流、
合作的重要平台。今年，为进一步
贯彻落实党中央和浙江省委省政府
决策部署，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
进国际化交流合作，经浙江省人民
政府批准，第九届智博会同期将举
办更高层次的 2019 世界数字经济
大会。宁波市委、市政府将以此次
大会为契机，加快推进实施数字经
济“一号工程”，深化数字技术与
经济社会的融合，努力打造全国产
业数字化升级引领区、新型智慧城
市建设示范区、数字经济创新先行
区，为数字中国建设和全球数字经
济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本次大会
将于9月6日在宁波开幕，由浙江省
经济和信息化厅、宁波市人民政府
联合国家信息中心、中国电子行业
联合会、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中
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中国联
合网络通信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电
子学会共同主办。即日起可登录大
会 官 方 网 站（https：//www.cnsce.
net/）、智博会官方微信公众号，了
解大会更多精彩详情，积极报名参
观参会。

主题鲜明，强化融合发展

大会以“数字驱动、智能发展”
为主题，紧扣数字经济发展这一主
线，把握数字技术、数字产业发展趋
势，举办大会论坛、展览展示、产业
对接、项目签约、创新创业大赛等主
题活动，致力打造数字经济、新型智
慧城市、智能制造展示、交流、合作
的国际化大平台。希望通过大会的
成功举办，广泛汇集全球的智慧和
力量，构建起数字技术、数字经济、
数字社会治理深度融合发展的支撑
平台，助力经济和社会高质量发展。

规格升级，强化高端引领

数字经济大会暨第九届智博会
将举办1个大会主论坛、14个专题论
坛和1个专家咨询会，论坛会议规格
层次全面提升。其中包括工业软件
国际合作高层论坛、新型智慧城市
论坛、工业互联网长三角一体化论
坛、“5G时代，新一代信息技术设施
建设大会”、2019年电子信息行业自
主创新成果推广暨企业数据管理能
力成熟度评估宣贯大会、2019国际
消费物联网发展高峰论坛等6个国
家级论坛。数字经济大会主论坛以

“创新驱动 数字赋能——共创数
字经济发展新时代”为主题，专题分
论坛关注数字经济、新型智慧城市
两大领域，研讨议题广泛涵盖人工
智能、5G、大数据、云计算、工业互联
网、区块链等技术前沿、应用和产业
化，专家咨询会将围绕宁波数字经
济和制造业高质量发展重大议题筹
谋划策。届时，将有诺贝尔物理学奖
得主、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
院士、挪威科学院院士、加拿大两院
院士等世界级学界泰斗，和来自华
为、中国电子集团、浪潮、诺基亚等
知名企业的一批企业家参加。

企业主导，强化专业展示

本次大会，展览总面积近 3 万
平方米，较历年进一步扩大，设数字
经济馆、智能制造馆、智慧应用馆、
新一代信息技术馆和智能产品馆等
5大主题馆。其中，数字经济馆展现
前沿科技成果和产业实践；智能制
造馆集中展现智能技术与制造业的

融合应用实践；智慧应用馆划分数
字化政府、智慧健康、智慧交通等专
题展区；新一代信息技术馆集中展
现人工智能、5G、区块链等新技术、
新应用；智能产品馆重点展现机器
人、智能可穿戴设备等终端产品。截
至目前，已有 400 多家数字经济企
业和机构踊跃参展，其中全球 500
强、中国 500 强、互联网百强企业、
央企、上市公司总数达到120余家。

对接广泛，强化国际合作

本届大会“立足长三角、辐射全
国、对接全球”，围绕“合作国际化、
影响全球化”的目标，打造高效务实
的数字经济发展国际合作平台。大
会主论坛邀请的境外演讲嘉宾包括
美国、德国、加拿大、瑞士、挪威、印
度等多个国家的专家学者和企业
家；展览展示中来自德国、法国等
10 多个国家的超 70 家境外企业参
展，还有挪威驻上海领事馆、欧美工
商会、台湾物联网协会等近10个组
织和机构组团参展。大会同期，还将
筹备举办欧美工商会项目对接会、
中欧智慧交通企业对接会、5G产业
对接会等专题对接会，为境内外企
业搭建合作对接平台。大会还将举
办重大项目签约仪式，重点聚焦高
端装备、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等热点
领域，推动一批重大合作项目签约
落地。此外，2019 中国科技创业计
划大赛暨天使中国科技创新大赛、
2019 百度（宁波）云智基地创新创
业大赛总决赛等“双创”活动以及
10 多场新产品发布会活动也将同
期举办，进一步促进交流合作。

2019世界数字经济大会暨第九届智博会将于9月在宁波开幕

厨电孕育“千亿”品牌

还需扩容

2015 年起，受房地产销售情况向好拉
动，厨电进入高速发展期，厨电行业品牌
数量一度增长到400余家。随着各级政府的
房地产政策出台和实施，2018年厨电市场
发展开始放缓。奥维云网数据显示，2018
年中国厨电市场零售额为640亿元，同比下
滑6.4%。在去年整体零售额不足千亿元的
情况下，厨电市场10年后孕育出一个厨电

“千亿元”品牌的概率有多大？对此，业内
人士指出，市场继续扩容和品牌竞争格局
演变将成为两大决定性因素。

家电行业观察人士刘步尘在接受《中国
电子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未来一段时间内，
厨电产业将会持续增长，不能因某一两年增
长放缓，就断定厨电发展持续放缓的大趋
势。毕竟厨电市场发展与百姓不断提高的
生活水平息息相关，而且厨房电器是我国所
有家电产品中户均拥有量最低的品类。因
此，他认为10年后厨电行业肯定会诞生“千
亿元”品牌，至于花落谁家还未可知。

据了解，相比冰箱、洗衣机和空调这
些普及度较高的大家电，我国厨房电器市

场普及率较低，目前仍处于成长阶段。根
据前瞻产业研究院数据，我国大中城市微
波炉的家庭普及率约为 10%，而欧美国家
的普及率已超过 80%；美、德、法、英等
国家洗碗机家庭普及率已达 70%，而我国
大中城市洗碗机家庭普及率不到1%。厨房
电器市场规模仍有进一步增长的空间。

奥维云网厨卫事业部总经理战旗对
《中国电子报》记者说，厨电品类10年间的
变化非常大，因此难以预测。他个人判
断，厨电市场长期走势仍将持续向好，市
场容量仍将继续扩充。尽管短期房地产调
控影响厨电市场增长，但是随着消费升级
理念渗透，一线和二线城市仍然存在更新
换代需求，三、四线城市市场也逐渐崛
起，将成为各大厨电品牌争夺的重点。因
此，他认为未来10年厨电市场仍将继续扩
容，有机会容纳“千亿元”品牌的存在。

此外，战旗也指出，目前厨电市场还未
形成强寡头垄断的格局，头部品牌差距并不
明显，“群雄争霸”的竞争格局将延后“千亿
元”品牌的出现。但若厨电市场出现1~2个
寡头品牌，“千亿元”品牌可能会更早出现。

据了解，目前我国厨电市场优势品牌
较多，除了如方太、老板、万和、华帝等
垂直厨电企业外，近年来海尔、美的等综
合型家电企业也在不断加码对厨电市场的

布局，凭借其雄厚的资金实力，通过收
购、合资等方式将海外高端厨电品牌引入
中国市场，挤压了专业厨电品牌的市场占
有率。例如，近年来，海尔收购新西兰斐
雪派克、美国GE家电；美的与厨电品牌伊
莱克斯成立了合资公司；海信去年也收购
了欧洲老牌白电企业 Gorenje 的厨电业务，
这些品牌先后进入国内市场，并取得较好
的销售成绩。

光靠厨电

撑起千亿元很难

如果未来的厨电市场足够容纳“千
亿元”品牌的存在，那么它将是垂直厨电
品牌还是综合厨电企业呢？在分析师看
来，专业厨电企业想要扛起“千亿元”品
牌大旗，难度不小，扩展新品类、拓展海
外市场都是有效途径。现阶段看来，综合
大厂扛起首个“千亿元”品牌的机会较大。

战旗指出，海尔、美的厨电产品的国际
化之路启程相对更早更成熟，目前专业厨电
企业的国际化进程相对较为缓慢。若想实
现千亿元规模，厨电企业确实需要加强出口
外销的比例。尽管我国饮食习惯特殊，厨房
电器使用习惯与国外差异较大，厨电企业可

以选择为海外市场量身定制产品，将差异化
产品出口海外，获得更多规模拓展机会。在
此维度上衡量，在突破千亿元规模上，综合
大厂较专业厨电更具优势。

刘步尘也认为，海尔等大型综合型家
电企业，厨电业务营收率先超千亿元的可
能性大很多，因为综合电器企业全球布
局、多品牌布局、多产品品类布局，更容
易实现营收规模的突破。在他看来，专业
厨电企业在厨电之外的产业营收很少，单
靠厨电单一产业实现千亿元营收难度较
大。但他预计，未来几年专业厨电企业将
启动外围多元化布局，即向非厨电产品延
伸。未来若干年内，若方太等专业厨电企
业能培育出几个新的骨干产业，也有可能
拿下首个千亿元规模目标，关键是看未来
新产业的培育发展情况。茅忠群谈及千亿
元目标时坦言，“目前方太的国际市场比例
还很小，未来会逐步扩大占比”。

尽管如此，一位家电资深分析师指
出，方太想要10年翻十倍、在2030年实现
千亿元规模还是比较困难的。对此，茅忠
群也表示，光靠厨电做到千亿元很难，实
现千亿元目标主要还是靠主业，但是可能
有一些新产品延伸。

不久前，方太推出净水机和集成烹饪
中心两类新产品，借道进入净水和集成灶

领域。在业内人士看来，这一方面是为了
应对低迷的厨电市场，另一方面也是为方
太实现千亿元梦想铺路。不过仅凭横向扩
张，方太完成自己设定目标的难度也很大。

茅忠群近日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会
考虑向冰箱等大家电领域拓展，这也意味
着，未来通过拓展新品类和开拓市场，方
太或将逐渐发展成综合电器厂商。对此，
有业内人士并不看好，他们认为，厨电出
身的方太进入冰箱等科技含量较高的大家
电品类，其技术积淀相对较弱。毕竟大家
电品类市场更为成熟、技术壁垒较高、品
类龙头的品牌影响力较强，除非方太提出
颠覆式技术，否则很可能是“竹篮打水一
场空”。

因此，对于厨电企业提出千亿元规模
的目标，一位不具名的家电资深分析师表
示怀疑。他指出，厨电企业追逐“千亿
元”品牌之名无可厚非，但那些长期专注
于某些特定细分产品市场，生产技术或工
艺国际领先，单项产品市场占有率位居全
国前列的单项冠军企业也是令人尊敬的存
在。如今，方太、老板、华帝等品牌都是
市场占有率较高的专业厨电企业，企业决
策者应该尽量避免追逐“海市蜃楼”和追
求数字上的增长，“专而美”也许是厨电企
业更好的发展选择。

本报讯 8月22日，由中国家
用电器协会指导、中国家电网主办
的“恣意美味 全靠蒸箱——2019
中国蒸箱行业高峰论坛”在北京举
行。会上，博世家电、凯度、方
太、格兰仕、老板、华帝等主流蒸
箱、蒸烤箱品牌与论坛数据支持单
位中怡康、奥维云网等企业、机构
齐聚一堂，共话厨房经济的发展变
革，探讨电蒸箱、蒸烤箱产品在中
国市场的机会。

在消费升级换挡提速大背景
下，国人对生活品质的需求越来越
高，以前烹饪为了解决温饱，现在
更多地想要健康、想要烹饪轻松。
特别是 80、90 后年轻消费群体逐
渐成为当下厨房烹饪主力，他们对
烹饪的理解与父母一辈不同，更想
要通过烹饪传达自己的情感和需
求，这也就构成了蒸箱产品相对稳
定的主力消费人群。

上半年蒸箱板块市场表面数据
不错，但实际上也正在发生微妙的
转变。根据中怡康 2019 年上半年

厨卫数据，蒸汽炉零售额为 12 亿
元，同比微降 7.1%；嵌入式一体
机零售额为 10 亿元，同比却增长
27.2%。虽然蒸汽炉的零售额相对
较高，但嵌入式一体机增速却非常
明显。

回归到产品功能来看，行业也
普遍认为，蒸功能更能被中国消费
者接受，使用频率更高。而复合机
在“蒸”的性能上和单机并没有差
异，甚至性价比更高，自然而然愈
发受到青睐。有相关蒸箱企业判
断，“蒸”是中国本土传统文化，
它将会一直被需要并且传承下去，
但蒸箱产品未来可能会变成附带

“蒸”功能的如蒸烤一体机等产
品，而不是作为单独形态存在，因
为人们追求更全面、更智能、更人
性化的厨电。

目前相关蒸箱企业都进行了嵌
入式蒸烤一体化产品布局，比如方
太的灶蒸烤烹饪机，老板电器的第
四代蒸箱代表产品 C906，格兰仕
的 两 款 微 蒸 烤 一 体 机 新 品 Q3、

Q5C，华帝的50L和70L的蒸烤一
体机，凯度的主打智控蒸汽技术的
蒸烤箱，博世家电的蒸汽辅助的蒸
烤一体机等。

尽管近两年蒸箱品类增长势头
良好，但仅就蒸箱在中国市场的普
及率而言依旧很低，不过也预示着
中国蒸箱市场蕴藏巨大发展潜力，
随着 80、90 后主力消费人群渐趋
稳定，他们追求健康、品质生活的
诉求也会增加蒸箱的市场需求。

中国家用电器协会副理事长王
雷强调，蒸箱、蒸烤箱这样的新兴
厨电在国内的渗透率仍然不高，前
景还非常可期。它很可能成为冰
箱、洗衣机之后的另一个家庭必备
电器。相关厨电企业在看好中国蒸
箱市场的同时也纷纷表示，企业需
要充分认识到蒸箱市场发展仍然处
在消费普及阶段。作为企业更需要
切实做好消费者教育，提升消费者
使用体验，告诉消费者蒸箱有什么
样的好处，进而推动蒸箱行业的发
展与快速普及。

首个厨电“千亿元”品牌
花落谁家？

本报记者 王伟

近日，方太宣布推出集成烹饪中心和净水机两大新品类，在进一步拓展经营范围抵御行业“寒冬”的同时，也被外界
视作为其实现千亿元目标铺路。

2017年，在方太宣布成为我国厨电行业首家销售收入突破百亿元大关企业的同时，方太集团董事长兼总裁茅忠群宣
布，方太2030年的目标是达到千亿元规模。为此茅忠群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方太不排除将触角伸向冰箱等大家电。

那么10年后的厨电市场能否容纳千亿级品牌的存在？厨电类的首个“千亿元”品牌未来将花落方太、老板、华帝这
样的垂直厂商，还是海尔、美的这样的综合性巨头？

2019中国蒸箱行业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

本报讯 四川长虹8月22日晚
间发布半年度报告，2019年上半年营
收为399.67亿元，同比增长3.45％；
净利为5113万元，同比下降68.2％。

公司 2019 年半年度营业成本
351.9亿元，同比增长3.8%，高于营
业收入3.5%的增速，导致毛利率下
降 0.3%。期间费用率为 10.6%，同
去年相比变化不大。经营性现金流

大幅下降414.2%至-11.7亿元。非
经常性损益合计9712.6万元，对净
利润影响较大。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归母净利润为-4599.8万元，同比
降低150.7%。

报告显示，从收入结构看，以冰
箱/空调、IT 产品为核心的家电业
务贡献了主要的收入增量。从利润
结构看，产业盈利能力出现较大的

下滑：彩电业务受行业零售价格下
行加剧的影响，净利润大幅下滑；
冰箱（柜）业务表现稳定，白电整
体利润同比微增。冰箱压缩机业务
受原材料上涨、终端售价竞争激烈
等因素影响，净利润同比出现轻微
下滑。机顶盒业务受益于采购降
本、经营提效，净利润同比出现大
幅增长。 （文 编）

本报讯 8 月 22 日，海信家电
发布2019年半年报，报告期内实现
营业收入 189.50 亿元，同比下降
6.97%，实现主营业务收入173.29亿
元，同比下降6.02%。

其中冰洗业务收入占主营业务
收 入 44.20% ， 收 入 同 比 下 降
3.32%；空调业务收入占主营业务
收 入 51.44% ， 收 入 同 比 下 降

7.60%；内销业务实现主营业务收
入 109.96 亿 元 ， 同 比 下 降
11.47%；外销业务收入实现主营业
务 收 入 63.33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5.23%；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 净 利 润 9.60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21.24%。

报告认为，严峻的市场环境对
海信家电造成了不利影响。根据中

怡康推总数据，截至2019年6月，
冰箱行业累计零售量同比增长
1.3%；空调内销市场表现惨淡，规
模增速由正转负，根据中怡康推总
数据，截至2019年6月，空调行业
累计零售量同比下降 5.6%。出口
市场方面，市场规模保持增长态
势，但贸易摩擦等因素仍存，出口
市场环境日趋复杂。 （文 编）

海信家电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189.5亿元

四川长虹上半年机顶盒业务净利润大幅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