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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三星决定将 8A LCD产线

设备悉数出售，似乎显示出三星已

决定退出液晶显示器市场，全面进

军高端的QLED领域的决心。

面对韩国巨头转移过剩产能，

减少 LCD 产线，积极转向新型显示

领域的情况下，未来中国企业应该

继续接手还是积极转型？

赛迪顾问高级咨询师刘暾对

本报记者介绍说：“中国面板企业

对于行业的供需状态还是有关注

和判断的，未来是应该继续接手还

是转型，要看企业自身对下一步发

展的计划。”

他指出，首先，收购产线也代表

收购技术。对于中小面板企业来

说，通过接手高世代线也会提升自

身的技术水平、拓宽业务、扩大生产

规模，从而抢占更多市场。其次，收

购产线也代表收购渠道资源。很多

产线都有稳定的上下游资源，供应

商和客户渠道短期时间内不容易发

生太大改变，可以转化为己所用。

“产业考虑的是供需平衡，而企业权

衡的是投资回报。”刘暾说。

在中国电子视像行业协会副秘

书长董敏看来，“中进韩退”模式还

会持续下去，而新的关注点将从中

韩的此消彼长切换到中国厂商内部

之间的竞争。“企业有企业的逻辑，

对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其需求也不

同。”董敏表示，对于二、三线以及长

尾面板生产企业来讲，要想生存下

去，必须要扩大规模。通过购买先

进产线来提高自己的话语权、完善

专利池以及稳固自身工艺，是十分

必要的。

他强调，目前，国内有很多企业

都在筹建面板厂，甚至很多企业是

新进入者，例如合丰泰、合力泰等。

其专利的缺失和知识产权等问题都

会带来纠纷，所以需要通过购买成

熟的生产线来获得“专利包”。而产

线买回来，从投产、爬坡到量产，还

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所以，通过接

手二手产线以及与其相关的服务和

工程师，从而快速完成发展目标，也

是很好的选择。

三星出售液晶产线
中国企业接盘福兮祸兮？

本报记者 谷月

韩媒报道，三星显示器
正就出售其8代 LCD产线
与中国厂商惠科（HKC）进
行最后的谈判。该产线名为
8（8-1）代或8A产线，于今
年年中停止运营，此前月产
能达 8万块。年初三星公
布，将以Q1生产线取代8A，
转向生产QD量子点面板，
2021年启动。目前本报记
者已向惠科方面证实，其没
有收购三星 8A 产线的打
算。对于中国企业是否应该
接手二手液晶产线，其利弊
如何，值得深入探讨。

真 是 人 在 家 中 坐 ，舆 论 天 上

来。“惠科从未表示，也不会收购三

星的二手产线。”惠科董事长助理白

航空解释道：“原因有两点：首先，二

手产线的技术和精度可能不匹配我

们的需求；其次，惠科有成本优势，

投资新产线的成本或许比收购并改

造二手产线还要低。”

对于为何会传出三星显示器正

就出售其8代LCD产线与中国厂商

惠科进行最后谈判的消息，白航空

分析道：“可能是三星的烟雾弹，一

种商业运营行为。”

其实中国面板制造企业收购液

晶产线的情况一直存在，尤其对韩

国的产线表现出很大的兴趣。

据了解，此前三星显示器的第

五代 TFT-LCD 生产线，以 5088 万

美元的价格出售给中国企业信利光

电；2014 年信利光电也曾接手位于

同一地点的三星 Gen4 液晶面板生

产线；今年 3月，深圳裕丰隆公司内

部人士宣称，将使用三星 7-1 产线

设备打造出一条 LCD 生产线；广西

钦州引进三星的 7.5 代液晶面板生

产线，今年 7月已开工；河南郑州引

进 LGD 的 5 代液晶面板生产线，今

年8月项目已封顶。

不过，随着产能过剩带来的压

力变化，中国企业在收购二手液晶

产线时已经变得十分谨慎。

自 2018 年下半年以来，全球液

晶电视面板市场经历了较长的阵痛

期，长期的供需过剩以及价格持续

向下调整，使得面板厂商陷入巨大

的经营亏损，难以为继。根据群智

咨询（Sigmaintell） “供需模型”测

算，四季度全球液晶电视面板市场

的供需比为 6.1％，虽较前期有明显

好转，但整体依然微幅供应过剩。

“虽然旧产线或许在价格上很

吸引人，投资成本会低很多。但是

我认为，中国企业应该理性投资，要

着眼于未来而不是现在。”群智咨询

总经理李亚琴说，这些生产线很多

都是使用超过十年的设备，从拆解

到运输再到组装并恢复原样的过程

中存在很大的风险，其精密度和技

术指标可能都达不到现在市场的需

求。引进这些旧的液晶面板产线，

会带来资金浪费、重复建设、加速产

能过剩、恶化行业竞争和产业利润

的损失。随着技术升级的加快，市

场风险很大程度也会转化为经营的

风险。“我国的产能已经很高了，预

计未来将超过总产能的 50%，与其

扩充数量不如提高质量，趁着5G的

契机加大技术投资。”李亚琴强调。

日前，创维集团总裁刘棠枝也

曾公开呼吁：“建议国内企业不要接

手外国面板厂淘汰的旧产能。因为

中国大陆还将新增京东方武汉、华

星光电深圳、富士康广州三条 10.5

代线。如果国内不接手旧产能，那

么随着彩电的大屏化，新增产能与

淘汰产能将抵消，全球液晶面板业

将逐步走向供需平衡，有利于显示

行业回到良性发展轨道。”

收购二手液晶产线需谨慎
随着产能过剩带来的压力变

化，中国企业在收购二手液晶产线
时变得十分谨慎。

中小面板企业或更感兴趣
通过购买先进产线来提高自己

的话语权、完善专利池以及稳固自
身工艺，十分必要。 本报讯 据外媒 letsgodigital

报道，三星向 EUIPO（欧盟知识

产权局）申请了两款新软件的商

标，分别为 Samsung Mobile View

和 Samsung My Album，二者都将

用于实现手机与电视之间更好的

交互。

据悉，Mobile View 可用于

连接电视和移动设备，以实现数

据、文本、图像、音频等文件的接

收/传输和处理/显示，以及将移动

设备上的图像投射在电视屏幕

上。目前三星的SmartThings应用

程序已经可以实现将手机上的内

容 显 示 在 电 视 上 ，但 是 Mobile

View 将会对其功能进行扩展，给

用户带来更好的体验。同样的，三

星My Album是用于在电视屏幕

上，以自定义布局显示来自移动设

备上的照片。

三星的业务范围一直非常广

泛 ， 其 生 产 的 QLED 电 视 和

GALAXY系列手机一直受到用户

的广泛关注，但是在竞争越发激

烈的市场上，三星逐渐开始关注

设备之间的互联互通问题。据了

解 ，Samsung Mobile View 和

Samsung My Album 有 望 通 过

NFC来实现移动设备和电视之间

的连接。

三星申请两项新商标

打造手机电视快捷交互

本报讯 近日，海信冰箱真空

保鲜技术发布会在海信研究发展

中心成功举办。会上发布海信冰

箱最新研发的保鲜科技——真空

保鲜技术。据海信家电研发中心

技术实验室公布的数据显示，搭载

该技术的冰箱与普通冰箱相比，在

营养、水分保持等层面均有重大进

步。在肉类存储上，保鲜时间被延

长了 3~4 倍。搭载“真空保鲜技

术”的海信冰箱产品将于2020年2

月正式上市。

在冰箱产业转型升级的探索

中，保鲜技术创新一直是重要方

向，也是企业创新的重头戏。此次

真空保鲜技术在家庭冰箱上的应

用属业内首次。将用于食品加工、

冷链运输等大型商用方面的食品

保储技术应用于家庭冰箱，可在业

内抢占新的竞争优势。而海信率

先进入食材真空保鲜领域，也为行

业保鲜技术升级带来新思路。

本报讯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

总局发布《关于 2019 年童车等 60

种产品质量国家监督抽查情况的

通报》，60类产品中涉及多项家电

品类，且质量问题严重。仅从不合

格 发 现 率 来 看 ，电 冰 箱 高 达

20.0%；彩电为 13.8%；储水式电热

水 器 为 16.7% ；空 气 净 化 器

27.5%。同时，上海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官网发布2019年电磁灶产品

质量监督抽查结果，29 批次产品

中不合格7批次，多个知名品牌因

能效等级不合格名列其中。

质量问题可以说是家电行业

的“老大难”。从国抽、省抽情况

来看，不合格品的质量问题真是

五花八门。除了“山寨”、假冒伪

劣等品牌屡禁不止外，也有不少

知名品牌上榜。比如此次投影机

不合格品牌——极米科技；空调

国抽中广东一知名品牌也登上黑

榜单；电磁炉黑榜中也有老品牌

身影。这些也都为产业的质量再

敲警钟。不过同时也看到，国家

正不断加大监管力度，引导行业

高质量发展。

本报讯 12 月 13 日，上市公

司海尔电器发布短暂停牌公告。

此后相关公告强调，海尔智家“尚

未向海尔电器提出任何私有化安

排”。但公告同时也透露，目前海

尔智家正在初步探讨海尔电器私

有化的方案，可能的私有化安排将

通过换股的方式进行。如该交易

实施完成，海尔电器将在香港联合

交易所主板终止上市。

作为海尔集团主要的两家上

市公司海尔智家和海尔电器，尽管

表面看两者拥有不同的业务，但在

实际运行中，不可避免的存在一定

程度的业务重叠和业绩交叉。而

且在公司治理层面也存在一定问

题。如果能通过此次私有化方案，

将二者统一为一个业务平台和上

市公司，将会解决质量层面的诸多

弊端。从全局角度看，这也将实现

利益的最大化，让集团整体进入新

的发展阶段。

2019年消费品质量抽查情况发布

涉及多项家电品类

海尔电器短暂停牌

海尔集团两家上市或将整合

海信真空保鲜技术发布

冰箱保鲜再上新台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