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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内观点

又一中国制造火了

空气净化器出口订单同比增八倍

□

信息时报记者 袁婵

疫情期间， 国内生产的医疗物资、

电子产品等成为出口的主要品类，从增

幅来看，2020 年出口黑马非空气净化器

莫属。 阿里巴巴国际站数据显示，2020

年前 11 月， 空气净化器累计出口订单

同比增长 783%， 成为绝对的出口明星

产品。

空气净化器被海外民众抢购

随着欧美地区新冠肺炎感染人数

的暴增，空气净化器成为全球对抗疫情

的刚需。 阿里巴巴国际站数据显示，空

气净化器出口呈现高速增长，2020 年 4

月起，中国空气净化器出口数量和金额

连续 8 个月实现同比增长；2020 年前

11 月，空气净化器累计出口订单同比增

长 783%，累计 GMV（网站成交总额）同

比增长 927%。

进一步数据显示，空气净化器出口

最大的市场是亚太、美国、欧洲，占全球空

气净化器消费近七成。 空气净化器在发达

地区的普及率远高于发展中地区，中国、东

南亚、拉美地区则增长极快，有巨大的市场

潜力。 根据2020 年暴涨数倍进行估测，

2020 年的出口额至少在数十亿美元。

有机构研报分析称， 后疫情时代，

消费者更加关注家居环境健康，叠加消

费理念升级趋势，空气净化器和健康除

菌类空调销售情况较好。 2020 年 8 月份

以来，空气净化器和家用新风机同比均

保持较高增速。 双十一线上新风空调零

售额同比增长 405%， 自清洁产品渗透

率达到 95.3%，可以说明这一趋势。

去年新增 2000万空气净化企业

据人民网报道，中国作为一个制造

型的大国，全球市场 70％左右的空气净

化器都是在中国生产的。 天眼查专业版

数据显示， 我国目前有超过 18 万家经

营范围含“空气净化”，且状态为在业、

存续、迁入、迁出的空气净化相关企业。

从地域分布来看，山东省的空气净

化相关企业数量排名第一，近 2.4 万家，

占全国的 12.96％。广东省和江苏省位居

第二、三位，分别拥有 2.2 万家和近 2 万

家相关企业，河北和河南两个省份也均

拥有超过 1 万家相关企业。

数据显示，我国空气净化相关企业

（全部企业状态）

年注册量逐年递增，自

2017 年以来，已连续三年新增 3 万家相

关企业。 截至去年 11 月 18 日，以工商

登记为准，我国去年共新增近 2 万家空

气净化相关企业，其中，第二季度新增

近 8000 家相关企业，环比增长 72.2％。

商务部研究院发布的报告认为，

2020 年，产品和服务升级成为家电消费

市场的关键，健康家电卖点有望加速普

及，智能家电发展空间更加广阔。

“从新注册企业数量以及注册资本

规模来看，未来相关领域的竞争会趋向

激烈。” 家电行业专家丁少将认为，尽管

消费者的健康意识进一步增强，也有众

多企业看好空气净化器领域，但行业后

续的成长其实并不绝对，仍需要企业在

产品、技术等方面付出更多努力，积极

做出改变。

市场需求仍在但暴增模式难延续

近几年来，中国对外出口的空气净化器呈现稳定增长的趋势。 根据

中国海关数据显示，

2019

年中国累计出口家用空气净化器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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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美元，

同比增长

15.07%

，

2018

年、

2017

年的增速为

37.06%

、

34.59%

。

家电行业专家罗斌认为， 西方国家疫情的蔓延使得中国部分产品

出口激增，特别是跟生活密切相关的小电器、防疫相关的产品，也包括

健康类的电器如空气净化器，目前西方疫情并未得到有效控制，即使控

制住了疫情，人们对健康类产品的需求也会持续增长，而中国有产能和

价格优势，无疑会刺激出口的增长，所以未来两年这类产品的出口仍然

会保持增长。

虽然空气净化器市场有望增长， 不过这种疫情的发生暴增可能不

会延续。 丁少将认为，疫情改变了很多人的生活方式，无论是厂商还是

消费者都会赋予健康更大的权重，在这样的背景下，包括空气净化器在

内的健康家电的需求会持续高涨。 不过，当疫情逐步好转，这一需求会

从

8

倍增长的高点回落到平稳增长的水平。

同样，奶酪基金创始人、基金经理庄宏东在接受信息时报记者采访

时表示，空气净化器出口出现爆发式增长，主要是受益于疫情的发酵，

属于偏短期的逻辑。 站在当前时点看， 目前

海外疫情仍然比较严重，预计今年空气净化

器的出口情况不会差 。 但未来增速能否延

续，需要看海外疫情的防控进度。 若恢复较

慢，短期内这种增幅还有支撑，相反疫情恢复

后，增幅则不可持续。 长期

看，在居民收入水平、消费

升级、 对健康的重视程度

等逻辑下， 空气净化器的

销 售 能 实 现

稳定增长 ，但

不 会 出 现

2020

年 这 样

爆发式增长。

深康佳A筹划挂牌转让烟台康云公司17%股权

信息时报讯 （记者 袁婵）

日前，深康

佳A发布公告称， 为进一步推进下属公司

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优化公司资产配置，公

司正在筹划在国有产权交易所公开挂牌

转让控股子公司烟台康云产业发展有

限公司(

“烟台康云公司”

)17%股权。

根据国有资产管理的相关规定，此次

交易的挂牌底价将不低于资产评估机构的

评估值。烟台康云公司为公司持股 51%的

控股子公司，目前主要负责推进环保科

技小镇项目 479 亩项目用地的建设。

深康佳 A 表示，目前，烟台康云公

司股东全部权益的资产评估工作正在

推进中。 待烟台康云公司的评估值确定

后，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的要求，对挂牌转让烟台康云公司

17%股权事项履行相应的审批程序和信

息披露义务。 此次交易不构成《上市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

资产重组。

国美APP改名“真快乐”

转型娱乐化电商赛道

信息时报讯 （记者 袁婵）

日前，国

美 APP 更新后改名为“真快乐”APP。 据

介绍，“真快乐是一款娱乐化， 社交化的

购物 APP”，旨在提供有趣、实惠的线上

购物方式， 让用户的购物过程充满美好

快乐的体验。

这次新改动的名字， 引发了不少网

友的吐槽。有评论调侃称，“真快乐”确实

比较顺口，但完全听不出与国美的关系；

也有人表示， 这的确是一个朴实无华的

名称，甚至还有点“土味”；有网友从专业

角度出发解读出， 该名字实际想要表达

“东西真，送货快，心情乐

（便宜）

”。

其实“真快乐”的上线，预示着国美

开启娱乐化零售的道路。资料显示，国美

布局娱乐化早有预兆。 2020 年初开始，

国美开始下场试水直播，曾打造了“知识

型内容+顶级 IP+场景化” 的直播形式。

在 34 周年大庆中，国美也大玩娱乐化营

销，推进“买遍中国·助力美好生活”的沉

浸式直播场景。

据国美公布的 2020 年中期业绩报

告显示， 上半年公司营收 190.75 亿元，

本期亏损 27.56 亿元。 值得注意的是，在

公告期内国美零售的社群+国美 APP 的

交易总额(GMV)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约

70%， 社群数量增长超过 40%， 超过 20

万， 触达用户同比增长超过 65%， 超过

6600 万。 国美表示，面对疫情期间的营

销压力，国美也尝试与央视等机构合作，

以直播带货与发展社群的方式来拯救业

绩。

线上购物已成主流的发展趋势，国

美也需要将重心放到线上， 摸索“新零

售”的赛道。 国美方面表示，零售的实质

是满足用户不同需求， 娱乐化的实质就

是让用户开心快乐， 因此娱乐化和零售

结合具有一定的必然性， 让零售变得更

好玩，让消费过程变得更有趣。

据天眼查信息显示 ， 真快

乐

APP

经营主体为国美在线电

子商务有限公司， 公司注册资

本为

8333

万元，法定代表人为

董晓红， 由深圳国美网络生态

科技有限公司全资持股。 资料

显示，

2020

年

12

月

3

日， 国美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对外投资成

立真快乐 （北京） 科技有限公

司，注册资本

500

万元。 此前 ，

国美曾注册了“乐呵盒”、“哎呦

喂”、“真乐购”等许多娱乐性强

的新公司。

真快乐 AP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