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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姻家乐福

国美拟开200家“店中店”

广州4家家乐福门店将现国美面孔

□

信息时报记者 刘莉

4 月 10 日，国美零售与家乐福

（中

国）

宣布达成战略合作。 根据双方公布

的方案，国美将以“店中店”的模式在今

年 7 月底之前入驻家乐福

（中国 ）

的

200 余家门店，经营品类覆盖所有大家

电、3C 和智能商品。 据称，双方将在联

合营销、 会员管理等方面展开深度合

作，实现服务和流量的相互转化。

“国美和家乐福在下一轮竞争中最

有力的就是供应链和服务链整合能

力。”国美零售总裁王俊洲表示，公司将

成立专门的部门来支持家乐福 200 家

店中店的运营，整合自身一线品牌的商

品供应能力，以及国美自有商品的供应

能力，以形成超市店的产品结构。

在正式合作之前，双方也曾“试婚”

———去年 11 月，国美与家乐福在北京、

无锡、上海、浙江四地已经试点了 11 家

“店中店”。华南国美有关负责人告诉记

者， 华南区域已与 25 家当地的家乐福

门店对接好了，入驻的细项和具体时间

还要等进一步通知。 具体到广州市场，

国美已规划入驻 4 家家乐福门店。

他还透露说，国美家乐福“店中店”

与当地的国美门店将共享供应链资

源， 用户不仅可以购买店内陈列的商

品，还可以通过国美 APP 和美店进行

线上选品。

服务也是双方合作的重要环节

之一。据记者了解，国美管家服务产

品目前已有 800 个， 可提供送装同

步、一次到家、套购服务、清洗礼包、

以旧换新等服务。 财报

显示，2018 年国美零售

的服务 GMV 同比增

长超过 50%。

家乐福密集的门

店网络布局和客流被

认为是形成双方合作

的渠道基础。 据悉，

家乐福目前在华覆

盖 50 多个城市。 家

乐福集团 2018 年年报显示，2018 年家

乐福中国区业务表现利好，带动大中华

区利润大幅提升， 较去年同比增长 11

倍达 3.5 亿人民币。

4月9日至11日，一年一度的中国电

子信息博览会（CITE）在深圳召开。 在

这场亚洲最大的电子信息大展上，显示

行业领军企业LG Display

（下称

LGD)展

示的一系列大放异彩的OLED前沿科

技产品， 似乎在宣告OLED时代的来

临。

记者从组委会获悉，CITE 2019由

工业和信息化部、深圳市人民政府共同

举办，吸引了超过1600多家企业参加展

会，预计观众数量超过16万人次。 作为

大尺寸OLED面板全球唯一的供应方，

LGD 此 次 展 会 专 门 设 立 了 OLED

Zone、IT Zone、 商业显示Zone三大区

域，展示其独有的技术和产品。 尤其是

其 77 英 寸 的 壁 纸 电 视 、88 英 寸 8K

OLED和透明OLED商用显示产品，在

展会现场更是赚足眼球。

将代替LCD成下一代主流技术

展示差别化的OLED技术，同时强

调OLED的差异化高端价值，使得LGD

成为展会中最受关注的企业之一。作为

公认的下一代主流显示技术， 与LCD

（液晶电视）

相比，OLED的优势体现在

哪里？对此，LG Display全球战略市场推

广副总裁高规荣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

示，调查发现，用户一天看电视的时间

大概是2至3个小时，不看的时候就是关

掉电视， 在家居环境下并不美观。 而

OLED电视，比如壁纸电视在关掉的时

候， 还可以像画一样被观赏；OLED可

卷曲电视，可以把屏的部分像卷轴一样

卷到底座里，做到空间利用度最大化。

“LCD是无法和我们竞争的，在

LCD无法实现的领域里面，现在在车载

显示里面已经出现55寸的显示屏了，这

个只有OLED可以满足。 除了电视，车

载、 商用显示会有更多的价值空间，是

LCD无法比拟的，LCD和OLED根本不

是一个竞争级别。 ”高规荣表示。

广州OLED面板工厂今年投产

对于中国市场，高规荣表示非常看

好，原因有三：中国市场拥有5600万台

的市场规模，是全球最大的单一电视市

场； 从电视和显示发展的历史来看，从

3D到4K、UHD， 还有新技术的接受能

力是最强也是最快的市场；第三，中国

有2.2亿以上的中高收入人群

（中产阶

级）

， 购买力正在逐渐增加，“中国在全

球市场上引领技术发展的角色也是越

来越明显。 ”

高规荣还透露，LGD广州OLED面

板工厂将于今年第三季正式投产。

“OLED在中国本土化生产之后， 我们

可以第一时间为我们的中国整机厂商

客户提供技术服务，包括渠道商也会为

他们创造价值，无论是消费者，还是渠

道商，还是终端厂商，都能提供新的价

值。 还有重要的一点，我们这条产线进

来之后，对于整个产业链，包括上游、中

游和下游客户整个生态系统的形成起

到积极作用，对中国显示产业的升级做

出一定的贡献。 ”

信息时报记者 刘莉

LGD大屏OLED闪耀CITE展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刘莉）

据

工业和信息化部主管的电子信息

产业网消息， 中国机电产品进出

口商会家用电器分会秘书长周南

日前表示， 2018 年我家用电器产

品 (

含零件

) 出口 751.2 亿美元，

同比增长 9.6%。 其中， 主要家电

产品出口规模均有不同程度的增

长， 冰箱、 洗衣机、 空调等传统

大家电包括零件的出口额为 333.4

亿美元， 较去年同期增长 11.2%；

小家电包括零件的出口额 299.2

亿美元， 同比增长 10.8%。

一方面是出囗延续增长， 另

一方面 2018 年家电产业再掀海外

并购热潮： 7 月， 海信收购斯洛

文尼亚白电制造 Gorenje95.42%的

股份； 9 月， 青岛海尔子公司收

购 意 大 利 公 司 Candy S.p.A 的

100%股份。

周南称， 自 2015 年起， 中国

家电企业大大小小的海外并购超

过 10 起， 而这一趋势还在延续，

“中国家电产业将世界家电的著名

品牌囊入怀中， 这一方面体现了

中国家电企业抓住世界家电品牌

格局变革的有利时机； 另一方面

也体现了中国家电企业迈向全球

化经营的步伐加快， 主动打破当

前行业面临的转型瓶颈， 通过并

购打入欧美家电主流市场初见成

效。”

去年我国家用电器

出口同比增 9.6%

动态

信息时报讯（记者 刘莉）

在第

七届 CITE 展上，BOE

（京东方）

首

次展出的物联网创新解决方案引

起行业关注。 记者看到，被称为数

字艺术物联网产品的 BOE 画屏，

不仅能细腻逼真的展示艺术作品，

通过搭载人工智能语音技术，还可

以让参观者与 BOE 画屏进行自由

会话交互。 同时，BOE

（京东方）

还

带来了可广泛应用于商超等领域

的画屏标牌和 AI 数字标牌， 为商

家提供智慧零售解决方案。

在其搭建的“健康小屋”里，参

观者可体验包括无创多参数检测

仪、智能睡眠仪、智能体脂秤、血压

计等在内的智慧健康端口设备，结

合移动健康 APP，不仅能采集用户

健康数据、出具健康报告，还可以

为用户提供 AI 疾病风险预测、在

线问诊、体检挂号等就医服务。

京东方 CITE展

推物联网解决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