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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企频频退出液晶面板市场

作为日本制造业的核心品牌，
松下曾与索尼、东芝、夏普等百年
企业并列，成为显示行业的领军
者。但随着产业的不断升级，大尺
寸面板、超高清成为主流，OLED、
MicroLED 等新技术正在中韩市场
快速崛起。而松下在显示领域动
作仍然较慢，产品还是以 LCD 为
主，目前 LCD 的竞争已经十分激
烈，利润空间越来越小，这让松下
在这一市场环境中倍感压力。此
次宣布彻底退出液晶显示行业，也
是继 2016 年宣布停产液晶电视之
后的又一次“大撤离”，而撤离的原
因，据松下官方说法称是“基于竞
争激烈加上大环境变化”“曾打算
投入新产品开发，但最终认为继续
实行有很大困难”。

日本曾一度称霸全球液晶面板
市场，不过技术优势并没有让其在
市场变革中站稳脚跟。这些年来，
越来越多的日本公司割舍了液晶面
板。而仅剩的几家面板制造企业也
是苦苦挣扎。JDI 由索尼、日立和
东芝三家联合，作为iPhone手机屏
幕的长期供应商，为苹果的产品生
产 LCD 面板。也因为孤掷一注，
JDI并没有跟上时代的脚步将重心
向 OLED 转型，当苹果大量使用
OLED 时，JDI 迅速陷入困境。而
SDP以生产大尺寸显示屏为主，随
着液晶屏价格一直下跌，SDP也是
苦不堪言。

日本显示企业为何频受打击，
甚至退出液晶显示行业?赛迪顾问
高级资讯师刘暾向《中国电子报》
记者指出，最主要的原因是日本的
液晶产品已经跟不上产业发展的
节奏。液晶的发展方向是大尺寸
超高清，中小尺寸面板基本上已经
趋于饱和。而大部分日本液晶制
造企业都是低世代线，生产的显示
屏以中小尺寸为主。另外随着高
精尖的显示技术不断发展，OLED
渗透率逐渐提高，对 LCD 的侵蚀
也很大，更加挤压其生存空间。所
以从去年开始，LCD的销量整体下
降。其中日本液晶面板产业受到
的影响最大，韩国为避开中国液晶
面板的冲击，积极发展OLED面板
或者MicroLED显示技术。与之对
比，韩国无论是技术、市场份额，还
是销售收入、净利润方面，都全面
超过日本。

而中国在面板的投资拉动下，
新型显示产业规模不断攀升，已成
为全球显示产业的重要力量。赛迪
智库数据显示，2018 年，中国新型
显示全行业营收规模约3553亿元，
其中显示面板营收2677亿元，全球
占比 27.4%。依托多条 TFT-LCD
面板生产线进入满产，中国大陆液
晶面板营收和出货面积均位居世界
第一。据中国光学光电子行业协会
液晶分会统计数据显示，2019年上
半年在全球范围内中国大陆面板出
货占比达到44.4%。

可以说，在规模上，日本已经
被中国、韩国强势压制，丧失了优
势。新技术研发上，日本也并没有
掌握下一代的技术，例如 Micro
LED、OLED 等。日本显示行业已
经全面的落后，失去了未来，退出
是自然选择。

溃不成军还是主动放弃阵地

随着液晶面板产能的迅速扩
张，全球液晶面板价格连续下跌，出
现了行业性亏损。应该说，日本企
业猜中了开始，也看得清结局。日
本液晶面板市场份额虽然渐渐被竞
争对手蚕食，但为了不使其陷入泥
潭中无法自拔，日本企业只能选择
大规模地在业务线上“瘦身”，这其

实也是一种割舍负累的举动。
中国电子视像行业协会、产

业发展与研究中心主任董敏表
示，日本虽然抛弃了面板制造，但
是并没有抛弃半导体技术，没有
抛弃上游供应链。日本企业虽然
在面板下游行业溃败，但在上游
材料和设备，却是借着我国扩产
赚的盆满钵满。日本的显示产业
重点不是浮于表面，而是潜入内
海，开始更深层次的发展道路。

另外，无论对于企业还是产
业来讲，将资源和精力集中在当
下利润较好、还具有竞争优势的
产业上，也是十分正确的选择。
据悉，日本将在 5 个领域里面重
点来推进未来产业的发展：一是
无人驾驶和移动性服务；二是智
能机器和制造；三是生物材料；四
是工厂基础设施的安保；五是智
能生活。

现在看，日本企业正在借行
业的颓势和自己的颓势，转移阵
地。就像松下虽然即将退出液晶
面板行业，但其已经将无人驾驶
作为未来的发展方向，同时松下
也是目前世界最著名的机器人制
造公司之一。索尼公司的传感器
已经占据了世界70%的市场。再
比如东芝，已经在人工智能、云计
算、无人驾驶方面布局。日本这
个“显示巨人”的快速瘦身，或是
为了跑得更快更远。

上游产业是面板发展关键

从日本面板企业的退出，我
们也应考虑到，曾经的竞争对手
已经在向上游产业延伸了。种种
现象表明，上游产业是扼住我国
面板行业发展的关键。据《中国
新型显示产业发展研究》报告指
出，由于日本在新型显示领域的
长期投入和技术积累，其在上游
材料和设备方面整体技术水平和
研发实力依然优势明显，在玻璃
基板、掩膜版、光刻胶、OLED 发
光材料、蒸镀设备以及偏光片原
材料等领域拥有极大话语权。更
重要的是，一旦贸易摩擦扩大化，
国内产线必需的发光材料、金属
掩膜板、曝光机、蒸镀机、激光剥
离等核心材料和关键设备存在断
供风险，将从根本上影响显示面
板正常生产和相关企业的经营，
将对下游庞大的终端制造业产生
致命的打击。

全国平板显示器件技术委
员会秘书长赵英认为，企业要耐
得住寂寞，提前布局，抢占材料
和设备，并加大研发和创新力
度。更要提高产品的附加价值，
为 未 来 的 产 业 发 展 提 早 做 打
算。随着 5G 时代的到来，未来
显示产品的应用场景将越来越
多，可穿戴设备、AR对显示性能
的 要 求 也 越 来 越 高 ，QLED、
MiniLED、MicroLED、全息投影
等新兴显示要有技术突破。而
且，企业还要提升品牌形象，提
高产品可靠性。由于市场竞争
激烈，大部分企业从基础材料的
选择开始就有意降低成本，原材
料不一样，就造成了产品的性能
和寿命不一样。企业要追求品
质管理，短平快的发展已经不能
满足当前的市场需要。

全国音视频标准委员会高级
工程师孙齐锋强调，显示技术的
发展速度越来越快，提升自身核
心竞争力，加大核心技术的研发
力度，顺应时代潮流，抓住市场机
遇是显示企业生存的永动力。对
于我国显示企业来说，在加速向
全球扩张的过程中，不仅需在这
些方面持续发力，还需要积极树
立国际品牌形象。有意识地做精
品而不只是做量，主动提升自己
的能力和品牌形象，吸引更多高
端客户的考核和认可。

在公告中，格力一再强调，降价
为了“打击低质伪劣产品”，并且是
为了让消费者“享受高品质的生
活”。格力此举一出，美的、海尔、海
信、奥克斯等空调厂商纷纷回应。
除了相继降价促销之外，这些厂商
也在各种声明与海报中暗指，格力
发布如此大规模的降价促销活动，
意在清理库存、卖掉旧能效产品。

格力此番降价促销，是不是清
理库存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其它
厂商的反击似乎也并非空穴来风。

据产业在线的数据显示，2019
年上半年，家用空调销售出货量同
比下滑 1.5%，家用空调整体的库存
量高达4862万套。今年前三季度，
格力电器营业收入、净利润同比增
速分别为 0.03%、0.66%，格力空调 1
月-9月的出货量为3677万台，同比
下降 5.8%。与此同时，格力空调在
第三季度的库存较去年同期增长
67%。

国盛证券的研究指出，格力电
器2018年实现高速增长，导致渠道

中库存水平相比行业中其他公司处
于较高的水平。有专家认为，格力
在空调行业中不仅体量最大，库存
压力也是最大的，其库存占比有可
能超过全行业的50%。

在接受《中国电子报》记者采访
时，行业观察人士刘步尘表示，空调
行业已经进入了一个“动态饱和”的
时代。空调销量不仅取决于市场保
有率，还与购买力有关系。国家信
息中心监测推总数据显示，2019 年
国内空调零售市场规模实现6056万

套，销售量同比下降 7.59%，销售额
同比下降9.95%。

在刘步尘看来，双11之后，很多
空调企业虽然降价了，但销售并没
有太大增长。除了双十一透支了大
量的留存需求以外，空调行业疲软
才是关键。

“一个双十一还远远不足以解
决库存问题。所以格力再次发动价
格战是必然的。未来会不会发生第
三、第四次？我认为可能性非常
大。”刘步尘说。

格力加码价格战
奥克斯和志高悬了？

本报记者 谷月

双十一没打过瘾，11月
26日，格力再掀“百亿大让
利”活动。这似乎预示着空
调行业新一轮的价格战已箭
在弦上。沿袭了格力空调的
一贯战斗檄文风格，格力在
公告中说这是降价为了“打
击低质伪劣产品”，并且是为
了让消费者“享受高品质的
生活”。与双11不同，这次
“让利”没有截止日期。面对
格力持续加码的价格战，哪
些品牌最危险？

在格力史无前例的降价行动
中，部分型号的产品价格砍至 1399
元和1599元。泛博瑞咨询公司总经
理贾东升认为，如果这被视为一场

“局部战争”，那么未来很有可能看
到更低的价格出现，甚至发展成体
系性战争，形成对二、三线品牌的

“降维打击”。
贾东升表示，受格力降价影响

最小的应该是美的、海尔这样的一
线品牌。因为一线品牌体量够大，
规模效应够高，采购能力够强，成本
控制能力和制造效率可以与之抗
衡。但是二、三线品牌的处境相对
尴尬，比如海信、志高、奥克斯、
TCL、长虹等企业面临的压力极大。

一位不愿具名的业内专家表
示：“未来，将会有很多空调品牌不

得不断臂求生，以牺牲一直跟随企
业奋斗的代理商们为代价，寻求自
己生存的可能。”

刘步尘认为，未来受影响最大
有两家企业，分别是志高和奥克
斯。他说：“这两家企业在过去几年
里，虽然声音很高，但是盈利能力
差，现在都是赔本赚吆喝。”

在今年双十一，格力电器促销
活动的明显特征是线上线下一视同
仁，这与格力以往“厚经销商而薄电
商”的营销战略大不相同。有业内
分析人士认为，这一战略明显指向
奥克斯。12 月 8 日，董明珠在 2019
年中国企业领袖年会上再次提到奥
克斯：“我不是要把奥克斯整死，我
希望它改邪归正，用我们自己的行
动营造公平的环境。”

今年六月，格力电器在官方微
博举报奥克斯空调生产销售不合格
的空调产品。双十一期间，格力又
大张旗鼓宣称降价是为了“打击低
质伪劣商品”。奥克斯空调近两年
正是依靠电商平台提高了自家的市
场份额和品牌影响力。

目前，格力电器整体销售的
90%仍需依靠线下渠道，相比于美的
及奥克斯，格力电器在电商上的发
展布局相对不足。

不过，格力此次策略转变的效
果比较显著，终于在今年双十一电
商节一举拔得头筹。据格力电商及
第三方电商平台数据显示，双十一
当天，格力电器全网全品类销售额
超 41 亿元，销售同比增长 200%，空
调品类第三方平台销售额突破36.4

亿元，销售额同比增长 178%，全网
销售额第一。

据刘步尘介绍，一直以来，奥克
斯空调的平均单价比格力少20%—
30%，利润空间已经压得很低。在格
力大幅降价的冲击下，其生存压力
可想而知。而志高近几年坚定实施
产业转移，当空调产业失去利润支
撑，可能会加速其退出空调行业。

根据Wind统计数据显示，志高
控股2018年净利润为-4.99亿元，同
比下降 1776.04%。近年来，其存货
周转天数逐年升高，存货周转率连
年下滑，整体运营能力正在下降。

刘步尘感叹：“我国空调行业将
面临大洗牌。甚至 2020 年，最迟
2021 年，中国的空调品牌里面至少
有一家将退出市场。”

不得不打的价格战？
一个双十一还远远不足以解决

库存问题，所以格力再次发动价格
战是必然的。

松下退出液晶市场

日本显示业路在何方

奥克斯和志高最危险？
我国空调行业将面临大洗牌。

最迟2021年，中国的空调品牌里面
至少有一家将退出市场。

本报记者 谷月

本报讯 据《日本经济新闻》12
月6日报道，松下将在中国新建厨房
电器的工厂。预定 2021 年投入运
行，生产微波炉、电饭锅和热水壶
等。这是松下时隔16年再次在中国
建设家电工厂。

该工厂投资约45亿日元（折合
人民币 2.9 亿元），建在浙江省嘉兴
市，占地面积约为5万平方米。生产
的厨房电器除了在中国国内销售之

外，还计划向亚洲出口。走上轨道
之后的年销售额预计达到20亿元。
目前，松下中国的家电整体年销售
额为 2000 亿日元（折合人民币为
129.53亿元）规模。

松下正在加快获取中国30岁左
右的“中产新贵”用户。将通过生产
效率高的新工厂来降低成本，提高
联网家电等的上市速度。

2018年，松下家电提出，使中国

大陆家电事业在2020年达成200亿
元年度销售额目标，全新战略将锁
定“新贵”目标群体。

11月，厨卫资讯报道了《松下进
军中国房地产，800套住房将于明年
开建》，松下新工厂的产能可能也将
为发力住宅工程提供助力。

目前，虽未可知松下中国养老
住宅项目具体执行情况，不过就在
12 月 4 日，松下、丰田在日本召开

新 闻 发 布 会 ，确 定 Prime Life
Technologies Co.，Ltd.执行事项，合
资公司将于2020年1月成立。丰田
汽车公司旗下的 Toyota Home 和
Misawa Home，Panasonic Corpora-
tion旗下的Panasonic Homes，Pana-
sonic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和
Matsumura Gumi被转移到新公司，
新公司拥有大约 17000 套独立式
住宅。

本报讯 近日，家电行业便迎
来了一件大事，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正
式审议通过了《消费品召回管理暂行
规定》，并将于2020年1月1日起正
式实施。包括家电在内的家庭日常
生活中购买使用的消费品，均受到这
一规定的制约，相关缺陷产品面临必

须召回的强制规定。
据了解，《消费品召回管理暂行

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将消费品
定义为“消费者为生活需要购买、使
用的产品”，这意味着，电视机、空调
器、电冰箱、洗衣机等大小家电、厨
电等全部家电产品将全部被纳入其

中。《规定》发布后，如果发现不合格
产品存在缺陷问题，则可要求生产
企业向全社会进行公开召回。

相关业内人士分析表示，随着
《消费品召回管理暂行规定》的实
施，意味着接下来在市场监管部门
例行抽查中出现的质量不合格、能

效不合格等家电产品，均有可能被
要求召回；用户在使用过程中发现
的产品安全、质量问题，如果呈现批
量化特征，生产企业也将被强制承
担“召回”责任。新规的出台，不仅
有利于企业的绿色健康发展，对于
消费者来说也是一件好事。

松下时隔16年投45亿日元在中国建设家电厂

《消费品召回管理暂行规定》将于明年1月1日实施

11月22日，松下宣布将在2021年前全面停止生产液晶显
示器（LCD）面板。这一消息发布之后，市场一阵唏嘘。松下退
出液晶面板市场之后，意味着日本液晶面板市场上只剩下
JDI、SDP、京瓷等几家企业还在进行厮杀。如今，松下的退出，
似乎是在正式宣告日企在液晶面板业务上的巨大溃败。

短短几年，日本这个“显示巨人”迅速瘦身，到底是大势所
趋还是另有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