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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周家电消费盘点：

苏宁国货销量增长喜人

国美成套家电最受青睐

□

本版撰文 信息时报记者 刘莉

十一黄金周促销收官，家电渠道大鳄苏宁、国美分别发布了自

己的十一销售数据报告。虽然报告中没有公布具体的销售总金额、

同比涨跌幅等数据，但纵览、对比历年的十一黄金周大促来看，今

年仍不乏亮点。

从苏宁渠道来看，国货成为消费首选，并

且增长态势喜人———

国产品牌销量同比增

长达到进口品牌的 4

倍。 国美方面，高端成

套家电消费呈

现爆发式增长，

销售整体同比

提升 51.8%。

苏宁：

国货增长明显

以旧换新销售超3亿元

在国庆 70 周年热烈氛围的带动下， 多地

掀起国潮消费热，国产品牌成为主流选择。 以

空调为例，根据苏宁大数据，国庆期间，国产空

调主动促销占比高达 95%，国产空调 9 月上市

新品同比增长 3 倍，国产品牌美的、格力、海尔

分列苏宁空调消费榜前三。

其他品类国货也增长喜人。 苏宁 2019 国

庆大数据显示，10 月 1 日至 7 日， 国产品牌销

量同比增长 16.2%， 是进口品牌销量增长的 4

倍。 其中，大家电、小家电、智能数码、美妆和箱

包的国产品牌销量分别同比增长 38.5% 、

25.6%、15.2%、163%和 270%。

以旧换新活动作为苏宁十一大促的推广

重点，斩获颇丰。 家电方面，截至 2019 年 10 月

7 日， 苏宁易购全渠道以旧换新额超 30 亿，十

一期间超 3 亿。 其中美的、海尔、海信、美菱成

为消费者以旧换新时的青睐品牌，换新额分别

达 4200 万、3400 万、2189 万和 1000 万。 国产

手机品牌换新占比也逐年提升。 10 月 1 日至 7

日，苹果手机以旧换新占比 14%，华为手机以

旧换新占比 20%，整体国产品牌以旧换新占比

78%。

整体来看，家电方面，智能、健康依旧是关

键词。 国庆期间，8K 电视在苏宁全渠道销量环

比增长 302%，健康空调同比增长 263%，空气

净化器销量环比增长 154.22%，带有遥控伸缩、

杀菌烘干功能的智能晾衣架和智能安全电子

门锁分别同比增长 502%和 105%。

值得一提的是，十一期间，200 多家苏宁家

乐福电器店在全国 22 个省份 51 个大中型城

市开门营业。 这些店针对不同消费人群，差异

化地规划了不同的产品线。 同时，苏宁易购联

手家乐福推出多重开业优惠，引发抢购狂潮。

十一黄金周刚过

双

11

战火已点燃

十一黄金周促销刚刚结束， 阿里

旗下面向消费端的各个

APP

平台，比

如淘宝 、天猫 、

UC

浏览器等 ，均已经

全面更新为双

11

活动信息。 同时，海

尔、美的、海信、方太、九阳等各个厂商

的市场推广重心，也全面转向双

11

的

活动预热、市场布局和消费引爆。

这也意味着，一场面向双

11

的年

度超级大促，战火已经全面点燃。对于

众多家电厂商来说， 双

11

作为

2019

年最后一个促销节点， 也是全年最重

要的一个促销节点， 年初确定的销售

和增长目标、任务能否完成，就在此一

举了。 而笔者也了解到，双

11

大促也

将被家电厂商分为三波来布局：双

11

大促前奏引爆、 双

11

大促主题引爆，

双

11

大促返场。

综合京东、天猫、苏宁、拼多多，以

及海尔、美的、格力、海信、长虹等多个

家电零售商和家电品牌商的信息来

看 ，今年的双

11

大促布局，与过去几

年相比，或将出现一些新的变化，这主

要体现在：促销活动的价格力度，将会

进一步放大； 促销活动的重心将会前

置和偏移；促销活动参与的厂商数量，

将会成倍增加和提升。

有厂家人士告诉笔者， 今年以来

销售压力特别巨大， 销售情况与既定

目标有非常大的差距， 这也意味着今

年最后一个重要节点双

11

的价格战

火将格外激烈，不仅仅是不计成本，而

是准备无底限“放价”，目的只有一个，

就是最大程度，出货！

笔者认为， 战火重灾区除了历来

的彩电品类外， 今年空调和小家电品

类的价格战也将打得格外激烈， 因为

后两者一方面在今年迎来了销售增幅

向下的历史性拐点；另一方面，又面临

着产品结构升级， 旧有产品急需 “清

货”的压力。

促销节奏上的把握， 也事关厂商

决战成败。 综合过去

2

年来各个平台

商和主流品牌商的动作，今年双

11

促

销节奏还会进一步前置。 虽然天猫通

过预定等方式，提前为双

11

当天的成

交额锁定客流量， 但是最近

2

年来京

东、苏宁、国美都是提前

10

多天就启

动一轮不同主题、不同品类、不同场次

的双

11

优惠。最终让很多用户不用等

到双

11

当天，就能提前享受相应的价

格优惠。 这也给当前综合性的家电集

团企业双

11

促销，提供了新的引爆思

路，那就是分别针对空冰洗、彩电、厨

电和小家电，在双

11

之前策划相应的

主题促销，从而抢夺客户订单。

此外， 电商平台已经不只是少数

领军家电企业和家电零售商的主场，

特别是低价电商拼多多的崛起， 为大

量中小企业和商家转战电商， 以价格

手段分流并抢夺一部分用户需求，已

经是新趋势———在价格竞争面前 ，不

只是大企业大品牌商， 还有中小企业

和商家们同样可以施展一定的空间和

舞台。这意味着参与双方

11

大促的企

业将成倍增长，从而给今年双

11

的家

电大促增添了一些变数和新格局。

察言观市

国美：

高端成套家电热销

低线市场消费升温

国美零售发布 2019 十一

消费趋势报告指出， 旅游季数

码 3C 商品、高端家电、智能小

家电成为这个十一的消费主力

产品， 舒适家整体解决方案也

反映了消费者越来越关注成套

化家电方案， 而县域城市消费

步伐加快， 成为十一消费的主

战场。

据悉， 以手机为代表的数

码 3C 类产品销量增长最为显

著。 其中， 苹果手机中 iPhone

11 系列深受消费者欢迎， 国美

渠道销量同比提升 79%， 销量

占比达 25.7%； 得益于 70 周年

大庆与新品两大概念的重叠，

国美独家定制的 70 周年限定

版华为 Mate 30 系列手机受到

疯抢，全国 10000 台全部售罄。

此外， 华为智能穿戴类手表产

品十一期间销量也超 1000 台，

华为新品智慧屏销售超 300

台。

高端家电产品销量也得以

高速增长。 大尺寸 OLED 和激

光电视成为消费者客厅的不二

选择， 索尼 OLED 电视销售

1200 多台，创维 OLED 系列电

视整体销售超 2000 台，海信激

光电视整体销售突破千台。 高

端冰箱方面，卡萨帝 Homey 系

列自由嵌入式冰箱销量破千

台。 高端空调也大幅增长，其

中， 卡萨帝云鼎系列空调十一

销量 2000 多套。 高端洗烘一体

机也是消费者购买的核心产

品， 小天鹅品牌洗衣机销售近

30000 台。

提供整体解决方案的套系

产品大受青睐，成为国美黄金

周差异化促销亮点。 整体解

决方案业务被归在国美 "舒

适家 "板块这下，十一期间，

舒适家业务销售整体同比提

升 51.8%，其中中央空调系统

销售同比提升 107.47%，供暖

系统销售同比提升 14.89% ，

水处理系统销售同比提 升

57.44%。

据悉， 国美十一电视、冰

箱、洗衣机、空调等大家电套购

比例和平均客单价也有大幅提

升，套购占比达 36.4%，套购平

均客单价 6923 元，消费者更愿

意通过一次性购买实现整体家

电的更新和升级。

国美方面还称， 今年国庆

期间， 三至六线消费市场持续

升温， 国美县域级渠道新零售

店在黄金周期间客流量、 销售

额双双增加， 低线城市消费者

购物将更轻松、 方便。 十一期

间， 国美新零售济南长清富群

店、天津庆丰新店、漯河南阳市

红星店等销售额都超过 200 万

元。

家电

2019.10.11��星期五

INFORMATION TIMES

B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