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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力电器拟30亿控股盾安环境

家电巨头纷纷入场新能源汽车

□

信息时报记者 袁婵

日前，格力电器公告称，拟通过股份转让、

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方式， 以总价 30 亿元持有

盾安环境 38.78%股权， 盾安环境将成为公司

的控股子公司。 业内分析称，从盾安环境的主

营业务来看，格力电器此举是为了进一步夯实

全产业链的工业体系，同时向上游新能源热管

理业务进军，带动旗下新能源业务协同发展。

今年 3 月，海尔、海信相继宣布通过合作

或认购方式涉足新能源汽车领域，TCL 李东

生也称将在新能源车载相关产品上发力。 至

此，国内家电头部企业海尔、美的、格力、长虹、

海信、TCL 已悉数入场新能源智能汽车产业。

向上游新能源热管理业务进军

今年以来，格力在新能源汽车领域连下两

城。

2021 年 8 月，格力电器以 18 亿元收购银

隆新能源， 开拓了新能源商用车配套业务，形

成从锂电池材料、锂电池、模组/PACK 动力总

成、新能源整车、储能系统设备到动力电池梯

次利用、回收的闭合式循环产业链布局。

2021 年 11 月 16 日晚间， 格力电器公告

将以 30 亿元控股盾安环境， 由关键零部件领

域切入新能源乘用车热管理赛道，格力的新能

源产业布局进一步明晰。

资料显示， 盾安环境自 2017 年起在新能

源车热管理配套零部件领域持续发力，设立了

盾安汽车热管理科技有限公司，主要为新能源

汽车热管理系统打造关键零部件，其涉及产品

覆盖冷媒侧及水侧关键零部件， 如电子膨胀

阀、电磁阀、商用车电池热管理机组等。

据了解， 从汽车热管理系统本身来说，新

能源汽车热管理系统相较传统汽车热管理系

统，对零部件精度、冷媒调节范围、精度等要求

更高，需要长期技术沉淀与产品经验才能进入

新能源车企的供应商列表。

格力电器在公告中表示， 通过此次收购，

格力电器获得了新能源乘用车热管理行业的

核心技术。 未来，格力电器可借助本身在电器

暖通设备、工业装备领域积累的强大的工业制

造能力，成为品类更全的新能源汽车零部件供

应商。 格力电器将在高复杂、高精度的新能源

汽车零部件市场抢占更多市场份额，完成供应

链重塑，不断获得新增市场机会。

主业放缓掘金新能源

据悉，家电企业之所以热衷“造车”，一方

面在于国内庞大的内需市场。虽然新能源汽车

在过去几年发展迅猛，但仍然还有很大的发展

空间。

据公安部数据，截至 2020 年底，中国新能

源汽车保有量占汽车总量 1.75%， 但增速极

快，比上一年增长近三成。根据国家相关规划，

新能源汽车新车销售量， 将在 2025 年达到汽

车新车销售总量的 20%，高度自动驾驶汽车实

现限定区域和特定场景商业化应用。 到 2035

年，纯电动汽车成为新销售车辆的主流。

另一方面，近年来，随着国内家电市场的

饱和，家电销售低迷。今年 7 月 27 日奥维云网

发布的数据显示，2021 年上半年中国家电零

售市场零售额增速为 12.3%， 相比 2019 年上

半年下降 10.3%，二季度后市场陷于低迷。 有

关专家认为， 家电行业已进入周期性拐点，市

场进入了限量阶段，近几年如何破局将成为企

业首要考虑的问题。 行业利润大幅缩水，家电

企业增长和转型压力加大，企业选择开辟“第

二战场”，以格力、美的、海尔等

为代表的家电企业纷纷加大

2B 业务的拓展力度。

今年

家电巨头纷纷淘金新能源汽车

近年来，新能源汽车市场就像

一个“聚宝盆”，吸引着家电企业来

此寻宝淘金。

今年年初，家电头部品牌密集

发布了“造车”计划。 3 月 1 日晚间，

海信家电发布公告称，拟认购日本

三电控股株式会社定向增发的普

通股股份。 本次交易完成后，海信

家电将以三电控股为核心公司，拓

展汽车空调压缩机、 汽车空调产

业，实现本公司产业拓展。

3 月初，TCL 创始人李东生在

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公司会在

新能源车载相关产品上发力，目前

已经组建了新型车载产品部门，这

些业务已经开展起来，我们会搭上

新能源汽车的列车，成为新能源汽

车关键器件的提供商”。

3 月 25 日，上汽集团和海尔集

团签署了进军智能汽车领域的最

新协议，其将在智能驾驶和轻量化

材料开发等领域合作，并成立一个

基金投资智能制造领域。

5 月 18 日，美的旗下的汽车零

部件公司威灵汽车零部件在合肥

召开发布会。 在产品发布会上，威

灵汽车宣布三大产品线全线投产，

并发布了五款汽车零部件产品，包

括驱动电机、电子水泵、电子油泵、

电动压缩机和 EPS 电机。

往年

家电跨界造车并非新鲜事

家电跨界造车也并非新鲜事。 早在

1991 年开始， 就有一批家电企业在造车

上试水。彼时，成立于 1980 年的家电企业

扬子集团

（当时为扬子电气）

与香港中银

集团合资成立了扬子汽车总厂， 欲以皮

卡和越野车打开市场， 但随后慢慢消失

在公众视野。 而后春兰集团决定进军汽

车市场，斥资 7.2 亿元收购了当时亏损严

重的南京东风汽车， 从 1997 年到 2008

年，其造车史经历了兴衰后，已将 60%的

汽车业务卖给徐工而告终。

2003 年， 美的集团进入以客车为代

表的商用汽车领域。 2004 年至 2006 年

初，美的集团又先后收购云南客车厂、云

南航天神州汽车有限公司及湖南省三湘

客车集团有限公司三家企。 然而仅仅过

了 2 年时间，美的汽车就因经营不善陷入

停产困境，两大生产基地亦分别被长沙市

市政府以及比亚迪所接手，至此美的首次

跨界造车宣告“梦碎”。

据悉，在这期间奥克斯、河南新飞、山

东小鸭等一大批家电企业踏入汽车领域，

但都没有打开局面。

有业内人士表示，如今家电企业再次

“染指” 汽车行业， 其背景与当年有些相

似。 新能源智能汽车在政策的引导下，得

到了资本和市场前所未有的重视，而随着

房地产行业的增速迟滞，家电行业陷入了

增长天花板，“造车”自然又成了家电巨头

们获得第二增长曲线的最佳领域。

机遇与挑战同在

家电行业专家刘步尘认为 ，在

当下，汽车领域竞争已非常激烈，除

了传统汽车企业纷纷转型之外 ，特

斯拉 、未来 、理想 、比亚迪等新的势

力进入，互联网巨头的布局，都让整

个新能源汽车产业的竞争白热化 。

对于家电企业而言，从零部件、控制

器等局部领域入手、试水，也是一种

谨慎的表现。

有业内人士分析称， 新能源汽

车技术还处于爬坡阶段， 动力电池

等核心技术还未取得根本性的重大

突破，除技术实力强、创新能力强的

企业能够占据一席之地外， 其他企

业进入整车领域风险巨大。 以生态

链中的一环进入汽车领域， 或比进

入整车制造更有优势。 一方面是因

为家电企业在电池、车用空调、视像

等方面更有优势；另一方面，家电企

业的内容生态与汽车可以相互促

进。

虽然相比跨界造车， 生产零部

件的成功概率更高， 但企业面临的

挑战也不会少。 新能源汽车行业独

立研究者曹广平认为， 以车用空调

为例，属于车规级的产品，要适应车

辆要求，包括研发、试验、标准法规、

质量控制等环节。 此外，美的需要对

新能源汽车行业的政策、市场、技术

趋势等情况进行深入了解， 并在技

术创新上有一定支撑。

“首先需要培养汽车零部件供

应商的思维。 家电产品的研发周期

和售卖期与汽车有较大差别， 因此

在项目管理等方面一定要深入研

究。 ”有业内人士称，“新能源汽车行

业的竞争格局与传统汽车不一样 ，

国内市场非常关键，竞争也很激烈，

因此产品必须有竞争力才能脱颖而

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