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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彩电头部企业近日动作频频

企业名称

夏普

海信

创维

动向

推出全球首台120英寸8K电视

推出业内首台叠屏电视

降价推广普及OLED电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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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刘莉）

本周，夏

普、海信、创维等彩电头部企业动作频

频，夏普推出全球首台120英寸8K电视，

海信推出业内首台叠屏电视，创维降价

推广普及OLED电视。 这些彩电巨头的

举措，意图很明显，那就是要摆脱横行

彩电业多年的竞争手段———价格战，运

用差异化中的高端转型进行自救。

彩电大厂齐齐布局差异化

周三， 夏普推出全球首款120英寸

8K电视， 并宣称该产品同时采用AM

mini LED+QD背光技术， 令电视亮度、

光控能力、色彩、对比度等方面，都呈现

目前行业显示最高水准。

周二，海信发布业内首台叠屏电视。

所谓叠屏， 是指采用了上下两块面板的

叠屏显示方案， 上层彩色屏专注色彩精

控，忠实还原色彩；下层黑白屏专注精细

调光，呈现高对比度和暗场细节。

同一天，创维宣布将通过下调售价

等一系列举措， 推动OLED自发光电视

全面普及， 其中主流的55英寸OLED电

视直降4000元。据悉，OLED是公认的下

一代主流电视显示技术，创维此举是希

望加速OLED电视完成对液晶电视的更

新迭代。

这些电视巨头的举措，都是在差异

化的高端领域运作。 其中，夏普和创维

分别是8K电视和OLED电视的首倡者，

海信此次则首推叠屏彩电上市，而8K电

视、OLED电视和叠屏电视都纷纷瞄准

高端定位。

前5月彩电零售额降一成

现在并非彩电的销售旺季，彩电巨

头为何动作频频？ 相比往年新品都是在

9月推出，今年为何足足提前了两个月？

行业销售量额齐跌或许是答案。

奥维云网数据显示，今年第一季度

电视市场零售规模为1202万台，同比下

降1.1%；零售金额为349亿元，同比下降

13.1%。

另据中怡康的数据， 今年1~5月彩

电市场零售量同比下降4.2%，零售金额

同比下降13.6%。 彩电行业产能过剩、市

场需求减少、市场容量饱和让这个行业

在近几年陷入下滑通道。

中怡康数据还显示， 今年1~5月彩

电市场累计均价仅有2986元/台， 已经

不足3000元。 今年“6·18”大促期间，32

英寸的彩电产品均价更低至699元/台。

行业长年低靡带来的低价竞争，导致了

行业利润微薄，连头部企业也已无法承

受其重。

对此，海信电器营销公司总经理王

伟对记者表示，近一年来，电视价格战

让行业销售额下降近14%， 拖着电视市

场一再朝着产品低端低质的泥淖下滑，

如此下去，整个电视产业难有出路。

创维-RGB董事长王志国也坦言，

“从2016年至今的市场结构数据上看，

高端市场在逐步消失，如不重塑，行业

必垮。 ”

苏宁彩电负责人则表示，如今彩电

高端升级将踏上新起点，5G、4K/8K超

高清、AIoT将是下半年彩电破局的关

键。

瞄准差异化，以高端为导向研发新产品

彩电巨头力图摆脱“价格战”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潘敬文）

据信

息时报记者从华为方面确认， 华为首

款 5G 智能手机 Mate 20X 5G 将于 7

月 26 日在深圳华为坂田基地发布。此

前在 2019 上海世界移动通信大会上，

华为 5G 手机 Mate 20X 5G 版获得第

一张身份证。

据工信部网站资料显示， 相比普

通版， 华为 Mate 20X 5G 版机身背部

多了 5G 标志， 新增加了翡冷翠配色，

还加入 5G 多模终端芯片巴龙 5000，

电池容量缩小到 4200mAh， 快充功率

增加到 40W。 此外， 华为 Mate 20X

5G 版也是目前唯一支持 SA、 NSA 双

模 5G 网络的 5G 手机， 其他配置支

持麒麟 980 芯片， 后置 4000 万像素

三摄镜头模组， 支持 8GB+256GB 内

存组合。

华为首款5G手机将于7月26日发布

据新华社电

智利第 24 届国际葡

萄酒品评大赛 10 日在圣地亚哥揭晓

评选结果。 中粮集团蓬莱产区选送的

一款长城海岸赤霞珠·马瑟兰葡萄酒

获得一项金奖。

此次比赛设“大金奖”“金奖”“银

奖”等奖项，由来自 14 个国家的 45 名

评委通过盲品的方式， 品鉴 664 款葡

萄酒。

赛事组织者乌加特告诉记者，为

鼓励小型葡萄酒生产者崭露头角，提

升葡萄酒产业多样性， 比赛特意设置

了“最佳古法酿造工艺”奖项。 此外，赛

事还设立“年度最佳酒庄”和“年度最

佳酒款”等特别奖项。

赛事评委会主席阿利斯泰尔·库

珀表示， 来自玻利维亚和巴西的参赛

酒款令人惊喜， 而中国葡萄酒首次参

赛对赛事具有重要意义。

智利是世界第四大葡萄酒出口

国。 智利国际葡萄酒品评大赛是拉美

地区颇具影响力的国际葡萄酒赛事。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梁海祥 ）

记

者从工商银行广东省分行获悉， 截至

2019 年 6 月 30 日， 广东工行本外币

储蓄存款余额达 1.01 万亿元， 成为国

内首家储蓄存款余额超万亿的省级分

行。

数据显示， 2018 年末广东城乡居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3.5 万元， 较上

年增长 8.5%。 随着财富的增长， 居民

相应对财富管理和增值的需求， 也越

来越迫切和多元化。 “从成立之初的

存贷汇， 到目前涵盖支付结算、 投资

理财、 融资、 购物、 缴费、 资讯等超

5000 种金融和非金融服务， 广东工行

深入推进‘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主

题教育， 将学习、 教育与实际工作相

结合， 以服务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为奋斗目标， 不断创新丰富产品， 提

升整体服务质效。” 该行负责人介绍

说。 截至 2019 年 6 月末， 广东工行个

人客户达 6700 万户， 覆盖约 60%全省

常住人口； 管理的个人金融资产超 1.5

万亿， 较上年同期增长 6%。

近年来， 为向客户提供更便捷高

效的金融服务， 该行充分运用人工智

能、 生物识别、 大数据分析等先进技

术持续对网点服务进行智能化改造，

为客户提供“7×24 小时” 的线上线下

一体化全方位服务。 如在网点全面投

产智能化设备， 将智能设备可办理的

业务覆盖至 90%以上的个人非现金业

务， 结合居民实际需求陆续推出了 10

元 ATM、 存折 ATM 等。 积极推进以

电商平台

（融

e

购 ）

、 线上银行平台

（融

e

行 ）

、 金融信息服务平台

（融

e

联 ）

为主体的各项互联网金融服务，

以及微信公众号、 小程序等线上服务

工具， 实现线上预约、 咨询、 融资、

理财、 购物、 缴交水电煤气费和学费

等各类服务。 如近日该行响应国家关

于大力推动高速公路 ETC 发展部署，

推出 ETC 电子标签免费送和全流程线

上办理服务， 客户足不出户即可轻松

完成办理流程。 数据显示， 目前广东

工行超过一半的客户同时使用线上和

线下服务， 2019 年上半年客户超时等

候率较上年同期下降 22%， 服务满意

度稳步提升。

针对消费者最为关心的账户和资

金安全问题， 工行加快推进新技术在

资金安全与风险防控领域的全面应

用。 如 2018 年工行推出了“工银智

能卫士” 零售领域账户安全服务品

牌， 该服务自推出以来至 2019 年 6

月末， 广东地区用户使用量已超 370

万人次。 同时， 积极防范电信网络诈

骗， 运用工行自主开发的防外部欺诈

风险信息系统“工银融安 e 信” 对转

账汇款进行大数据分析， 对涉嫌电信

网络诈骗的交易实施自动拦截， 仅

2018 年就堵截电信网络诈骗近 33000

笔， 金额超 10 亿元； 配合各地公安

机关防范和拦截电信网络诈骗， 2018

年办理全国电信诈骗资金返还 479

笔， 返还 3900 多万元， 单笔最大金

额达 2000 万元。

广东工行

储蓄存款超万亿

中国葡萄酒在智利国际葡萄酒品评大赛中获奖

据新华社电

记者11日从中国银保

监会获悉，经银保监会批准，近期中国

保险保障基金有限责任公司、中国石油

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上海汽车工业

（集

团）

总公司共同出资设立大家保险集团

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203.6亿元。

银保监会表示， 大家保险集团将

依法受让安邦人寿、 安邦养老和安邦

资管股权，并设立大家财险，依法受让

安邦财险的部分保险业务、 资产和负

债。 安邦集团将做好存量保单兑付工

作，全面履行保险合同义务，切实保障

保险消费者及各有关方面合法权益。

重组完成后， 安邦集团将不开展新的

保险业务。

银保监会表示， 大家保险集团的

设立， 标志着安邦集团风险处置工作

取得阶段性成果。 接管期间，安邦接管

组将推动大家保险集团依法参与安邦

集团重组，立足保险主业，为社会公众

提供健康、 养老和财富管理一揽子保

障服务，按照既定方向，积极引入合格

战略投资者， 切实保护保险消费者和

各方面合法权益。

大家保险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成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