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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部家电企业领跑优势继续扩大

□

信息时报记者 刘莉

据中国家用电器协会最新数据，

2018 年家电行业主营业务收入为 1.49

万亿， 同比增长 9.9%； 利润为 1225.5

亿元， 同比增长 2.5%。 其中， 美的、

格力、 海尔三大头部企业继续领跑行

业。

除了业绩强劲外， 通过浏览家电

上市公司年报还可以发现， 上述三大

家电巨头去年继续加大了研发投入，

而在白色家电这个市场开发已十分成

熟， 行业面临发展天花板挑战的背景

下， 头部企业的市场占有率仍在提升。

美的格力营收均破 2000亿

仅从营收规模来看， 美的、 格力、

海尔已是名副其实的行业霸主。 其中，

美的 去 年 营 收 2618.2 亿 元 ， 格 力

2000.24 亿元， 海尔也在缩短与它们的

距离， 去年营收达 1833.17 亿元。 再从

主业营务来看， 空调作为格力与美的

的支柱性主营业务， 去年在两大品牌

均实现了增长。 其中， 格力空调营收

规模达 1556.82 亿元， 占比达 78.58%，

同比增长 26.15%； 美的空调业务收入

1093.9 亿元， 同比增长 14.73%， 在美

的 营 收 中 的 占 比 从 39.62% 提 升 至

42.13%。

与美的格力不同， 海尔的支柱性

业务是冰箱， 去年收入 543.39 亿元，

同比增长 12%。 其空调规模为 317 亿

元。 体量上虽比不上美的和格力， 但

同比仍增长 10%以上。

从业绩亮点来看，积极向科技型集

团转型的美的集团，机器人及自动化系

统业务

（包括库卡等 ）

收入256.78亿元，

这是比同行多出来的一大增量。 同样也

在寻求多元战转型的格力，去年智能装

备业务为公司贡献31.08亿元；在加大对

生活电器的营销力度之后，小家电虽占

整体营收比重不大， 但去年实现了60%

以上的增长。

三大头部研发投入均大增

技术研发一向是衡量一家优质公

司的主要标尺， 梳理三大公司 2018 财

报， 不难发现它们去年继续加大研发

投入。 据美的集团年报， 公司去年研

发投入金额为 98.11 亿元， 同比增长了

15.72%； 其中研发人员达到了 12321

人 ， 人 数 规 模 比 2017 年 增 长 了

17.12%。 另据美的内部人士介绍， 公司

已在包括中国在内的 9 个国家设立了

20 个研究中心。 而据科睿唯安统计，

美的在家电领域的发明专利数量连续

三年稳居全球第一。

格力电器的研发投入金额为 72.68

亿元， 同比增长幅度达到了 26.04%；

格力电器在 2018 年内的研发人员数量

为 11808 人， 同比增长了 28.98%。 值

得指出的是， 由于空调是其唯一支柱

性产业

（占比近八成）

， 也就是说格力

仅针对空调单一产业的研发费用就超

过了 70 亿元， 这从全球范围来比， 也

恐无人出其右。 目前， 拥有 4 个国家

级研发中心的格力电器， 还拥有 14 个

研究院和 900 多个实验室 ， 已建立

“电机与控制” 和“建筑节能” 两个院

士工作站， 还获批建立博士后科研工

作站和广东省博士工作站。

青岛海尔在三大巨头中投入的研

发人员数量是最多的， 达到 14941 人。

其去年研发投入资金为 53.98 亿元， 同

比增长了 12.66%。 目前在全球拥有十

大研发中心。

市场份额向三大品牌集中

三大头部品牌的规模占比也在大

白电领域持续扩大。 据全国家用电器

工业信息中心数据， 2018 年空调市场

TOP3 品牌的零售额市场份额由 2017

年的 72.1%扩大到 73.6%； 冰箱市场，

TOP3 品牌的零售额市场份额由 2017

年的 55.8%扩大到 58.7%。

家电行业观察人士刘步尘认为，

这说明了两个问题： 一是头部企业实

施的高端路线更容易成功， 二是头部

企业的领先优势越拉越大， 市场生存

的规模门槛越来越高。 他认为， “头

部效应” 将对家电产业持续发挥作用，

整个家电产业的平台化、 阵营化竞争

将会成为主导产业未来 3～5 年变革和

走向的一股重要力量。

近日， 京东和苏宁联合各大

OLED 电视阵营厂商

（目前达

15

家）

， 共同向中国消费者推广

OLED 技术和产品。 京东表示，

将通过放大产品声量、 优化流量

入口等一系列措施， 结合内容营

销、 品牌活动、 跨界活动和全媒

体覆盖的四种方式对 OLED 电

视进行持续推广， 此外还将开设

OLED 电视官方旗舰店。

此外， LG Display 也刚刚在

中国 16 城启动大型推广体验活

动， 让电视厂商、 渠道以及媒体

和消费者对 OLED 有更直观的

认知和体验。 与以往该公司仅与

国美、 苏宁等线下卖场为主不

同， 其今年开始了与京东、 苏宁

的线上合作， 并在京东上线

OLED 电视官方旗舰店， 还将于

6 月上线 OLED SPAＣE 中文网

站。

这一系列市场运作的背景

是，一方面，广州 OLED8.5 代线

将于今年第三季量产， 将一改

OLED 面板供应长期缺货的情

况， 宣传推广布局自然是提前布

局。另一方面，OLED 电视作为高

端电视， 今年一季度全球高端占

比高达 44%

（

IHS

统计数据 ）

，相

比于北美、日本市场的表现，中国

市场的 OLED 电视销量低于预

期。

“主要原因是中国消费者对

OLED 电视的认知度不高。 ”LG

Display 全球推广副总裁高规荣此

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目前

市 场 上 ULED、QLED 等 与

OLED 类似的营销术语层出不

穷，但除了 OLED 之外，其他的

技术本质上仍旧是 LCD

（即液晶

电视）

，在技术运用上仍需要背光

源。 而 OLED 是自发光有机材

料，这也是它被视为取代 LCD 成

为下一代显示技术的主要原因。

信息时报记者 刘莉

广州面板厂量产在即

OLED

阵营全面发力

万家乐 mate7 让你享受自动烹饪的乐趣

近年来， 智能产品越来越受人们

青睐 。 作为智能厨电的先锋者 ， 万

家乐推出 mate7 自动烹饪系统， 通过

物联网技术将吸油烟机、 灶具、 炒锅

进行智能联动， 如同一个私人厨艺老

师， “烹饪小白” 也能轻松做出美味

佳肴。

此外， 万家乐 mate7 自动烹饪系统

被推出市场后， 其科技实力与智能创

新获到广泛好评， 曾摘得红点奖、 艾

普兰奖等多个重量级奖项。

万家乐 mate7 自动烹饪系统是由

M7Si 智能大视界吸油烟机、 智能极火

精控灶、 智能联控炒锅三个产品构成。

M7Si 智能大视界吸油烟机在 mate7 自

动烹饪系统中充当着“指挥官” 的角

色， 身怀温控菜谱导航、 全信息反馈

系统和 wifi 远程联控等技能。

当你在吸油烟机屏幕上选择一个

菜谱程序并点击“开始烹饪” 后， 吸

油烟机会自动控制燃气灶开火， 温控

菜谱导航通过智能炒锅内置的感温芯

片， 实时将锅内温度反馈到吸油烟机

的屏幕上， 烹饪步骤会在屏幕上显示

且伴有语音播报提示， 你只需按步骤

一步一步地执行。 随着温控菜谱导航

的进行， 燃气灶会自动调控火力火候，

吸油烟机也会自动变换风力大小。 而

当智能烹饪结束后， 燃气灶还会自动

熄火。

在 mate7 自动烹饪系统的加持下，

烹饪变得简单且安全， 厨房小白也可

享受烹饪的乐趣。 另外， 吸油烟机上

内嵌多款视频及音乐 APP， 在烹饪美

食的同时， 你还可以“煲剧” 或听音

乐。 更为便捷的是， 吸油烟机的相关

功能都可以通过下载智能 APP 进行远

程操控。

据了解,“立足用户需求， 改变烹

饪生活”， 是万家乐坚持高端智能厨电

的重要目标。 而 mate7 自动烹饪系统的

科技实力及智能创新， 也受到业界的

广泛认可， 先后斩获了红点奖、 红棉

奖、 金点奖、 艾普兰奖等顶级奖项。

其中， 红点奖素有“设计界奥斯卡”

之称。

打造智能厨电的同时， 万家乐还

致力于将时尚美学融入产品之中。 今

年 3 月， 万家乐在上海 AWE 家电展上

发布的“天工系列” 厨卫产品， 汲取

园林布景意境和现代艺术流派风格为

设计要素。 比如， “天工系列” 燃气

灶以枯山水为设计元素， 燃气灶的波

浪纹面板是模拟动态水流线条， 美观

无棱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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