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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力电器对奥克

斯空调的举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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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克斯空调针对举

报信的声明。

报料有奖：

０２０－３４３２３１１１

奇事、趣事、愤怒事、感人故事，告诉我们，或发

Ｅ－ｍａｉｌ

给我们：

ｒｅｘｉａｎ＠ｘｘｓｂ．ｃｏｍ 责编：熊栩帆 美编：余永康 校对：黄虹

城中热议

2019.6.12��星期三

INFORMATION TIMES

A06

格力实名举报奥克斯空调引起网友广泛关注，记者在市场上走访了解到

企业虚不虚标能耗 消费者难知道

□本版撰文 信息时报记者 刘莉

6月 10 日， 格力电器实名举报

奥克斯空调能效虚标、质量不合格，

引起网友广泛关注。 对此事件，国家

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和中国消费者协

会公开表达关注，浙江省、宁波市两

级市场监督部门成立联合调查组进

行调查、核实。记者多方采访发现，空

调能效造假，消费者购买成本和使用

成本均大大增加，目前空调的“能效

等级”是由厂家自己“说了算”，缺乏

市场监管， 如果有厂家虚标能效，仅

凭消费者自己很难发现。

有家电业内人士更表示，能效虚

标是空调行业多年顽疾，该事件或将

揭开这一行业潜规则，有利于维护消

费者利益和净化行业有序良性发展。

6 月 10 日， 格力电器在官方微博

上发布《关于奥克斯空调股份有限公

司生产销售不合格空调产品的举报

信》

（ 下称“ 举报信”）

。 举报信表示，已

向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实名举报：

奥克斯生产的共计 8 个型号的空调产

品与其宣传、标称的能效值差距较大。

举报信中， 格力以奥克斯 KFR-

25GW/ZC+2 空调型号为例，奥克斯标

称能效比为 3.59， 第三方实测值仅为

2.68，远远达不到 3.40 的国家二级能效

标准， 距离 3.20 的国家强制性标准也

有较大差距

（ 即将三级能效、甚至达不

到三级能效的产品虚标为二级产品

）。

格力电器方面认为， 不排除奥克斯其

他在售型号也存在类似问题。 目前，上

述 8 款产品仍通过主流电商平台及实

体卖场销售。

4 小时后，奥克斯空调市场部相关

负责人向记者表示， 公司已在官方微

博发布关于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

司所谓举报信的声明。 声明中称，格力

举报不实，在空调销售旺季来临之际，

格力此举属于一种不正当的竞争手

段，已向公安机关报案。

而在奥克斯“回击”后，格力电器

继续“放大招”，在微博上贴出四川省

电子产品监督检验所出具的对奥克斯

8 型号空调的检测报告，表示“要用事

实说话”。

格力实名举报奥克斯空调

由于涉及到广大消费者的利益，

该事件引起了多个监管部门的高度关

注。 6 月 10 日晚间，国家市场监督管理

总局发布微博表示， 已注意到格力举

报事件，并称“我局对此高度关注，已

于当日下午通知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

局对有关情况尽快进行调查核实，将

依据调查核实的结果依法依规做出处

置，并及时向社会进行公开。 ”

昨日下午， 浙江省宁波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浙

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和宁波市市场监

督管理局已组成联合调查组， 调查前

述实名举报事件。 宁波市鄞州区市场

监督管理局也表示， 区管理局将按照

省、市局的要求，配合上级部门做好相

关工作。 记者发现，奥克斯集团官网标

注的地址正是位于浙江省宁波市鄞州

区。

中国消费者协会有关负责人昨日

表示， 此事关涉产品质量和消费者权

益，中消协对此高度关注。“我们注意

到， 事件已经引起广大消费者的担忧

和不安， 也引起有关监管部门高度重

视，我们期待尽早给出结论。 同时呼吁

相关经营者始终树立‘消费者优先’理

念， 为消费者提供品质可靠的产品和

服务，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 ”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昨天也转发

格力举报奥克斯的微博话题， 并评论

称，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

法》第五十条规定，在产品中掺杂、掺

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或者以不合

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的， 责令停止生

产、销售，没收违法生产、销售的产品，

并处违法生产、 销售产品货值金额百

分之五十以上三倍以下的罚款； 有违

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

重的，吊销营业执照；构成犯罪的，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 也就是说，如果格力

举报的情况属实， 奥克斯有可能面临

罚款，重则要承担刑事责任。

记者查阅资料发现，2005 年，国

家颁布空调产品能效比的标准， 将能

效比分为五个等级。2010 年 6 月 1 日，

《房间空气调节器能效限定值及能效

等级》国家标准发布，将原有空调能效

的五个等级提升为三个等级。 目前三

级能效为能效门槛， 即空调能效达到

三级才是合格产品并可在市场销售；

空调能效水平在二级以上

（ 包括一级

和二级）

才称得上是“节能空调”，并

且能效等级越高，节能水平更好，生产

成本也相对更高，价格也因此更贵。

走访中，有家电卖场人士介绍，目

前同型号的 1 匹空调， 一级能效价格

要比二级高 200 元~500 元，二级比三

级高 100 元~300 元。“将低能效的空

调‘虚标’为高能效的空调，可卖出更

高的价格。 ”该人士称，但更重要的是

高能效空调由于更节能

（ 也就是省

电）

，使用成本也是较低，也就是说如

果消费者买了虚标的低能效空调，不

仅多付出了购买成本， 也多支付了使

用成本，相当于是双重损失。

记者走访还发现， 市民在选购空

调时， 判别能效等级的唯一方式是查

看空调的“能效等级标签”，但这个标

签目前是由厂家自行贴上。事实上，产

品能效到底是几级，却是厂家自己“说

了算”———即以厂家自我声明的方式，

监管部门则主要以抽检的方式进行监

管。也就是说，如果市场真的有厂家虚

标能效，仅凭消费者自己很难发现。

因为根据我国《能源效率标识管

理办法》规定，能效标识制度采取“生

产者或进口商自我声明、备案，政府有

关部门加强监督管理”的运行模式，生

产厂家自行递送样本参加检测， 对检

测者是否是第三方机构也并没有做硬

性规定， 有能力的企业可以在企业实

验室进行检测。因此，能效标识事实上

是企业的一种“自检”。

有消费者还提出， 如果购买了问

题产品，能否享受三倍赔偿？ 对此，有

律师表示， 除非监管部门调查清楚后

给出“造假”的结论，并强制厂家召回

产品、赔偿消费者，否则只能由用户自

行拆了机器送检，固定证据，再进行民

事诉讼。

有专家表示， 该事件在家电行业

并非偶然事件。 一名业内资深人士表

示，能效虚标一直是行业“顽疲”，甚至

演化成行业潜规则，“格力举报奥克斯

在业外来看似乎是罗生门事件， 但在

业内来看， 不管是市场竞争还是为民

请命，或将揭开这一潜规则，利于全行

业净化”。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聂辉

华发表评论称， 市场一方面依赖于市

场监管部门维持市场秩序， 打击假冒

伪劣和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 另一方

面其实更依赖于企业之间的监督。 某

种程度上，同行企业的监督更为有效，

因为同行最清楚对手的底细， 也更容

易抓住对手违法违规的证据。

聂辉华表示， 像这次举报信涉及

的能效值就不是一般消费者可以察

觉， 而市场监管部门往往是“被动执

法”， 发现问题或出现舆情后才会检

查。 因此， 不管举报动机和举报结果

是如何， 我们都应该鼓励和保护同行

的正常举报， 这是对消费者有利的行

为。

事 件

市场监管部门已介入调查

进 展

产品能效厂家自己“说了算”

记 者 调 查

同行相互监督有利于行业净化

专 家 说 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