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数据来源：中怡康）

2018年前11月

家电市场同比增速

白电

4.6%

黑电

厨电

1.19%

11.2%

生活电器

10.3%

责编：张琼霞 美编/本版制图：梁文珊

动态

作为广东市场曾经的实力老品

牌，华凌昨天宣布发力年轻市场，现

场发布了包括家用空调、厨热、冰箱

3个品类的新品。 展区分别围绕“自

由&自律”、“复杂&纯粹”、“动&静”、

“敢做&敢zuo”四组关键词，并推出

两位二次元形象的代言人———凉然

&暖沁，希望藉此塑造年轻化的“新

物种”。

近年来， 随着国内家电市场消

费群体日趋年轻化，90后已逐渐成

为市场消费主体， 众多家电企业纷

纷开始实践年轻化转型。 此次华凌

将自己定位年轻市场的新品牌再现

江湖， 实质是其作为美的集团旗下

重点项目， 是美的年轻化转型变革

的重要举措。

信息时报记者 刘莉

家电消费新一轮促进政策有望出台

企业喜出望外 上市板块应声大涨

□

信息时报记者 刘莉

据央广网报道， 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宁吉

喆

近日表示，今年将制定出台促进汽车、家电等热

点产品消费的措施。 对此， 市场和企业反应热

烈， 家电上市板块第二天即大涨4.38%， 惠而

浦、海信家电、春兰股份等多只上市公司股票涨

停。

业内人士分析称， 自2008年首次出台家电

下乡补贴政策以来， 以家电产品平均10年的使

用寿命来计算， 我国家电消费正处于升级换代

需求高峰， 这或许也是新一轮补贴政刺出台的

背景所在。

利好消息一出

多只家电股票涨停

2019年将制定出台措施促进汽车、家

电等热点产品消费的消息， 让家电上市板

块股市行情应声高开。 个股表现也十分强

劲，惠而浦、海信家电、春兰股份等多只股票涨停，家

电零售领域龙头企业苏宁易购也应声上涨，收盘价较

上一交易日上涨4.38%。

该消息对家电业来说绝对是一大利好。中怡康时

代数据显示，2018年1至11月，中国家电行业

（不含

3C

）

市场规模为8744亿元，同比增长1.8%，增幅远低于2017年。具

体品类来看， 白色家电同比增长4.6%， 黑色家电同比下降

11.2%， 近年来持续高速增长的厨卫电器同比微增1.19%，生

活电器同比增长10.3%。除了生活小电外，其他品类市场表现

都并不乐观。 在中怡康时代品牌中心总经理左延鹊看来，相关刺

激政策会有更多的考量指标，既符合市场需要，也符合发展规律。

企业方面对此也反应热烈。 华帝的厨电销售总经理蔡小军表

示，“我们企业层面还没收到具体细则， 不过很期待详细的政策出

台，我们预估国家可能会在改善型产品购买方面进行补贴。 这对于

目前相对沉寂的家电市场而言，在信心的提振上具有很大作用。 ”

长江证券家电研究团队则认为，产业扶持政策对行业短期销量

带动效应较为确定， 虽可能对短期行业竞争格局带来一定负面扰

动，但总体而言，中国家电市场新一轮成长空间有望被打开。

扶持政策或点燃低线市场消费热情

事实上， 市场对此消息反应

积极， 正是受上一轮家电下乡政

策及其效果的触动。 从2008年以

来推出的家电下乡、 以旧换新到

节能产品惠民工程政策， 通过财

政补贴实现了家电消费的普及、

升级和绿色环保， 都在当时的阶

段对市场发展起到不小的促进作

用。 不少家电企业也在政策的影

响下迅速扩张发展， 最终推动了

家电市场的规模发

展， 并促成我国十年

来在全球家电市场的

主导地位。

从 2014年开始，

中国家电行业步入政

策空窗期，行业景

气度大受影响。 特

别是到了2017年，

家电作为房地产

后周期市

场，从2017

年开始的

楼市调控

在2018年9月之后对家电行业的

影响开始凸显， 阵阵寒流让家电

企业发出了“抱团取暖”的呼声。

“与十年前相比，如今的四至

六级市场正面临着新一轮家电升

级、换代的需求爆发。 ”家电行业

观察人士刘步尘表示， 楼市“熄

火”，家电增量市场有限，存量市

场的升级换代需求成为家电行业

当下的主战场， 这或许是新一轮

政策扶持的背景所在。 按家电产

品8～12年的使用寿命计算，2008～

2013年的家电下乡、 节能惠民政

策期间购入的产品将逐渐进入淘

汰和替换周期。

据介绍，截至2017年，我国城

镇洗衣机保有量为96台/百户，农

村保有量为86台/百户。 随着“全

面二孩”政策开放，家庭可支配财

富的积累、 分区洗护等高层次需

求的产生， 替换需求将成为主要

需求。 而未来洗衣机家庭户均保

有量或超过1台，也将促进新增需

求的释放。

刘步尘认

为， 随着新一

轮政策扶持的

落地， 或将点

燃低线市场的

家 电 消 费 热

情。 而早早布

局乡镇市场、

渠道下沉的龙

头， 则能更快

享受到政策红

利。

近日， “第十届世界照明灯饰行

业年度品牌风云榜颁奖典礼” 在全球

灯饰基地中山古镇举行。 该盛会依托

于中国建筑材料流通协会， 已连续举

办了 10 届， 在灯饰行业拥有相当于

“福布斯” 排行榜的地位。 据了解， 与

往届不同的是， 本次大会最大的一个

亮点就是鼓励灯饰原创设计和技术创

新， 一直高举原创大旗的知名品牌木

林森照明等获得“领军品牌” 的称号，

松伟照明、 1918 照明等分别获得“十

大现代灯品牌”、 “优秀现代灯品牌”

称号。

据业界人士介绍， 目前， 灯饰行

业还是缺乏足够多的原创设计作品，

抄袭模仿成风， 影响到行业健康发展。

过去 10 年， 灯饰行业因为依托于以前

房地产的风口， 利润较高， 众多企业

不愿投入进行原创设计， 已很难满足

市场需求。 而近年， 随着品质消费成

为主流， 80 后、 90 后年轻人群的崛

起， 人们对产品提出了更高要求， 品

牌也开始觉醒， 涌现了一批如 1918、

松伟、 新特丽等以原创设计为驱动力

的品牌企业， 推出了一些独特的， 具

有现代审美、 引领潮流的产品。 2018

年 10 月， 在广州设计周上亮相的很多

灯饰产品令人惊艳， 在光源技术、 材

料运用、 以及造型上都非常大胆， 同

时加入了一些人性化、 智能化功能。

资深设计师订先生表示， 灯饰行

业之所以兴起原创设计潮流， 主要是

因为 80 后、 90 后消费人群崛起。 他们

审美能力提升， 对产品提出了更高要

求， 灯饰品牌不仅要满足消费者需求，

还要做到超越他们的期望。 本届大会

对于“优秀现代灯品牌” 的定义， 不

仅是要有原创设计能打动评委， 还要

有较高的工艺质量和品牌知名度， 只

有满足了这些要求才能成为真正的

“优秀现代灯品牌”。

广东亮信光电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长、 1918 灯饰品牌创始人章厚定认为：

“年轻消费者现在非常在意产品的个

性、 颜值、 质量， 以及人性化功能，

我们要做的就是深刻洞察他们的需求，

用设计语言表现出来。” 据记者了解，

一直以来， 作为较早涉入灯饰原创设

计领域的 1918， 看到了原创设计的巨

大潜力和瓶颈， 不断加大投入， 还邀

请数十名国际一线设计师参与设计，

并在材料和光源上不断突破， 致力于

为消费者提供个性、 时尚、 高品质的

灯饰产品。

信息时报记者 包鸿

灯饰行业再掀原创设计风潮

1918照明获优秀现代灯品牌大奖

老品牌年轻化

华凌重出江湖

家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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