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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收下跌盈利微增

上半年厨电行业承压前行

营收跌盈利增高端布局收成效

万和电气昨日公布的2019年中报显

示，营业收入35.5亿元，同比下降5.66%；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30亿元，同

比增长19.26%。 而前晚华帝股份发布的半

年报也显示，上半年营业收入29.3亿元，同

比下跌7.6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3.95亿元，同比增长15.32%。更早一些

发布成绩单的老板电器上半年营业收入

35.27亿元，同比微增0.88%；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6.7亿元，同比微增1.52%。

上述三大厨电巨头历来是行业业绩

居前的企业，其上半年的成绩单已然反映

出：在房地产等因素的影响下，厨电行业

继续承压， 市场整体需求规模在下降，具

体表现为三家中有两家营收同比下跌，一

家仅仅是微增。

行业统计数据也与之

相呼应。中怡康数据显示，

2019年上半年厨电市场规

模456亿元，同比-2.9%。以

厨电中最基础的烟灶为例，上半年增速由

此前的10%左右下降至-7%左右， 烟灶市

场增速为-3.3%。

不过，压力之下也有亮点———营收下

跌，主营业务利润在增长，这说明上半年

产品利润在提升。 中报数据显示，老板电

器上半年毛利率达54.66%，同比升2.31%；

华帝股份毛利率也达50.17%， 同比增加

3.25%。 要知道，厨电本身就是行业中毛利

最高的品类，在行业整体下行中保住了毛

利，并再次得到提升，说明企业之前实施

的高端战略和新品布局开始收获果实。

洗碗机、蒸烤一体机等逆市增长

新品类确实是提振行业士气的一剂

灵药。 记者粗略梳理三巨头中报发现，上

半年三大品牌的洗碗机同比均出现大增：

华帝洗碗机销售金额同比大涨 84.9%，达

到 3886万元； 老板洗碗机的销售额同比

增长 21.2%至 6133 万元； 万和电气也表

示，公司进入了洗碗机、集成灶等厨电新

品类蓝海领域，给公司带来了新机遇。 老

板电器在中报中说， 公司新增的集成灶、

蒸烤一体机为公司业绩做出贡献，销售额

分别为 8070万元和 2749 万元；华帝的蒸

烤一体机同样也卖了 5445万元， 同比增

长达 573%。

“因为满足了广大年轻人的消费需

求，洗碗机是最被看好的一个新兴厨电品

类，目前的销售金额占比不算高，是因为

供不应求。随着头部企业洗碗机产线的相

继量产， 将大大提升洗碗机在行业的比

重。 ”家电观察人士刘步尘在接受记者采

访时如是说。

据悉，洗碗机在明后年将迎来产量的

大提升———博西、老板电器、华帝、惠而浦

此前投资的洗碗机工厂都将在这两年量

产。 其中，博西在 2018年投产的滁州洗碗

机工厂一期产能在 60万台， 预期年产能

在 200万台； 惠而浦预计年产能在 50 万

台；华帝预计在 20万台。 此外，海尔也传

出消息将扩建旗下的洗碗机工厂。

中怡康结合国家统计局相关数据亦

推算：截至 2019年上半年，洗碗机中国市

场百户拥有量为 1.35 台， 而日本在 2016

年同一数据已经是 23台了， 可见洗碗机

市场潜力巨大。 数据还显示，洗碗机线下

品牌从 22个增加到 40 个，型号数量在增

长 95个后达到 274 个； 线上品牌数量则

从 37个直线上升到了 90 个，型号数量达

到 424个。

与洗碗机增量潜力巨大相比， 厨电

包括烟机、灶具、热水器等比重较大的传

统品类则渐渐迎来存量市场的持续下

跌。 据奥维云网的数据，国内吸油烟机销

售额为 167.2 亿元，同比下降 10.7%；燃气

灶销售额为 93.7 亿元， 同比下降 6.3%；

燃气热水器销售额为 153.4 亿元，同比下

降 5.8%， 其他主要传统品类也均以同比

下跌为主。

海外自有品牌发展踏上征途

业绩承压，除了在流量新品类上

寻求增量外，加大海外市场自有品牌

布局成另一大亮点。 与黑电、白电等

大家电企业早早地开启海外征途不

同，厨电行业一直以向内销市场拿业

绩为主， 迎来了近十年的黄金发展

期。不过，从去年开始，厨电行业首次

遭遇需求不振，业绩拐点向下。

于是，厨电巨头们开始将目光转

向海外市场，并开始一步一个脚印地

做起了自有品牌的战略布局。老板电

器在中报中表示，上半年，公司首次

亮相2019年Decorex SA南非展会，在

亚太、澳新等海外市场的开拓取得积

极进展，稳步推进品牌全球化工作。

万和电气也称，上半年产品出口

重点聚焦在俄罗斯、南美、中东、东南

亚、南亚等海外新兴市场；借助国家

“一带一路” 的政策东风， 纵深开拓

“一带一路”沿线及其他新兴市场，推

动企业的全球化进程。在海外自主品

牌运营的步伐上， 先后在阿塞拜疆、

泰国曼谷等地建立产品体验店，并陆

续在美国、俄罗斯设立全资孙公司。

此外，华帝和万和在电商渠道布

局也迎来新的增长点：前者电商渠道

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8.30亿元，同比

增长 4.08% ， 占主营业务收入的

28.68%；后者的销售额为5.27亿元，同

比增长4.09%。

创维也来抢

智慧屏风口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刘莉）

智慧

屏风口正盛， 各大家电企业加快争

抢。 继华为、TCL、海信之后，创维电

视宣布推出 S 系列新品———创维 S81

自发光智能电视，以及内置杜比全景

声音响系统 2.1.2 的 Q 系列新品电

视，以抢占智屏市场。

据深圳创维-RGB 电子有限公

司董事长王志国介绍，公司打造大屏

AIoT 生态“Swaiot 小维智联”是其智

屏的核心竞争力，作为云云互联标准

的制定者， 创维始终持开放态度，希

望可以与更多品牌进行合作。 目前，

美的、京东、华为已经与创维达成合

作，未来还会有更多生态伙伴加入。

□

信息时报记者 刘莉

本周，老板电器、华帝、万和

三大厨电巨头相继发布的 2019 年

中报显示，上半年业绩继续承压，保营

收成最大挑战。不过，洗碗机、蒸烤一体

机等新兴厨电品类的销量逆市大增，

极大地提振了行业士气。 而随着头

部企业强化自有品牌海外布局，

海外市场也有望给行业

带来增量。

厨电巨头2019年中报业绩

万和电气

华帝股份

老板电器

营入及同比

35.5 亿元，降 5.66%

29.3 亿元，跌 7.68%

35.27 亿元，增 0.88%

净利润及同比

3.30 亿元，增 19.26%

3.95 亿元，增 15.32%

6.7 亿元，增 1.52%

毛利率

———

50.17%，升 3.25%

54.66%，升 2.31%

新品类向上

洗碗机

品牌：

从

22

个增至

40

个

型号数量：

从

179

个增至

274

个

品牌：从

37

个增至

90

个

型号数量：达

424

个

传统品类向下

吸油烟机

燃气灶

燃气热水器

销售额

167.2 亿元

93.7 亿元

153.4 亿元

同比

降 10.7%

降 6.3%

降 5.8%

（数据来源：中怡康、奥维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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