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年是家电行业历经调整的

一年。上半年，节能补贴政策对相关

大家电产品的销售起到拉动作用。但

是政策结束后的几个月市场持续清

淡，近期才逐渐回归正常。中经家电

产业景气指数的走势也体现了上述

变化。2013 年二季度家电业景气度

升至 97.3，三季度降至 97.1，四季度

仍为97.1，保持了较为平稳的运行。

尽管市场有调整，2013 年仍是

家电业稳定增长的一年，生产、销售

保持增长，出口有所回升，效益创出

近几年来最好水平。

统 计 数 据 显 示 ，2013 年 1-11

月，主要家电产品中大部分产品产量

高于上年同期，空调、冰箱、冷柜、热

水器、电饭锅产量均较快增长，比如，

空调产量同比增长 11.3%，冰箱产量

增长 11.3%；家电制造企业累计产品

销售 11433 亿元，同比增长 15.7%；

家电产品出口额 509.45 亿美元，增

长 10.1%。根据各方面的数据综合分

析，2013 年冰箱/冷柜、空调器产量

有望分别达到8900万台与10500万

台，洗衣机、微波炉的产量为6500万

台、6900万台；家电业年出口额有望

达545亿美元至550亿美元。

值得一提的是，家电业效益表现

良好。2013 年 1-11 月，家电业主营

利润 645 亿元，增长 26.2%。其中，家

用制冷电器具利润增长 34.3%,家用

空调行业利润增长 22.2%,家用清洁

卫生电器具利润增长 21.5%。家电业

销售利润率则升至5.6%。

家电业效益的改善，主要源于两

方面因素的影响。一方面，铜、铝、钢

材等原材料价格处于低位，大幅度降

低了家电业采购成本。2013年，大宗

商品价格呈现前高后低走势。由于金

属、化工原料等上游产业产能过剩严

重，加上美国将逐步退出量化宽松政

策，一段时间内家电行业仍将受益于

较低的材料成本。

另一方面，利润的增长更多来自

于家电企业加强技术创新和管理创

新，以产业升级把握消费升级机遇。

近几年，家电消费升级态势明显，变

频空调器、滚筒洗衣机、中高端冰箱、

精品厨电产品的市场占比越来越高。

中怡康的数据显示，电冰箱市场三

门、多门、对开冰箱合计零售量比重

从 2011 年 的 26.5% 、2012 年 的

30.5% 上 升 到 2013 年 1-10 月 的

48%，其中变频冰箱的零售量比重占

到 11.3%。洗衣机市场全自动机型零

售量的比重从 2011 年的 70.5%上升

至2013年1-10月的87.5%。

面对消费市场升级、传统产品

市场销量达到顶峰以及人工成本、

环境成本的增加，大部分家电企业

尤其是龙头企业加快了转方式调结

构步伐。家电企业普遍重视科技的

投入，加强了研发工作。2013年中国

家电技术大会参加人数已接近 600

人，行业技术交流更加充分，家电协

会重新修订了冰箱、洗衣机、空调器

的技术路线图。此外，许多企业成功

实施了 IE 工业工程和精益生产，产

生了管理水平提高、生产效率提高、

产品质量提升、生产成本降低的良

好效果。另据协会了解，近期家电业

投资趋于活跃，新增投资主要用在

研发投入、技术改造等产业升级上，

而非单纯的扩大生产规模。

展望 2014 年，家电业发展将延

续稳健走势，表现有可能更为积极。

大家电的产量将趋于稳定，小家电

发展更具活力，家电业销售收入的

增长预计将保持 10%左右的速度。

各企业更加重视提升产品的竞争

力，互联网化、智能、节能环保、工业

设计、制造工艺和用户体验性等几

个方面的提升将比较明显。此外，在

出口量增长空间比较有限的情况

下，我国家电出口增长更多地依赖

于市场开拓与出口产品结构提升，

2014年家电出口额的增幅约为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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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预测模型对未来 2 个季度
家电行业景气度进行预测，得到如
下结果：中经家电产业景气指数有
望在 2014 年一、二季度继续保持稳
定，具体数值分别为 97.1 和 97.3；
中经家电产业预警指数数值分别为
90.0和 93.3。

2013 年四季度，家电行业企业
景气调查结果显示，家电行业企业
家对 2014 年一季度企业经营状况

预 测 的 预 期 指 数 为 126.4，比 对
2013 年四季度企业经营状况判断
的即期指数低 9.5 点，与上季度的
预期指数相比下降 9.5点。

由于国内需求的持续放缓以及
世界经济复苏存在诸多不确定因
素，企业家对 2014 年一季度的预期
有所下降，但仍较为乐观。四季度接
受调查的家电行业企业中，84.7%
的企业订货量较上季度“增加”或

“持平”，比上季度上升 2.6 个百分
点；84.8%的企业用工需求较上季
度“增加”或“持平”，比上季度下降
2.7 个百分点；79.7%的企业投资较
上季度“增加”或“持平”，比上季度
上升 2.4个百分点。

2014 年，家电行业将进入温和
增长阶段。家电企业应立足市场需
求变化，加大创新投入、加快结构调
整，进一步提升核心竞争力。

2013 年，大规模

消费刺激政策渐入尾

声，家电行业开始告别

政策市，回归市场调

节。虽然这几年家电市

场深受政策影响，但是

在充分竞争中成长起

来的家电行业敏锐地

把握了消费升级机遇，

致力于产业的转型升

级，产业竞争力和盈利

能力显著增强

雾霾已成为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问
题。2013 年，伴随着大范围雾霾天气的
频发，空气净化器快速热销。中怡康数
据显示，2013 年 2 月、3 月、10 月、11 月全
国空气净化器销量同比增幅均在 100%
以上，其中 11 月空气净化器销量同比增
长 135.6%，销售额同比增长 169.5%。在
空气净化器市场上，多个价格不菲的国
外品牌吸引了众多消费者，而国内一些
品牌也以低价为卖点，争夺市场。整体
来说，国外品牌以技术积累、品牌影响占
据优势地位。数据显示，2013 年 1 至 8
月，国际品牌在空气净化器市场的占比
达 84.1%。11 月北方进入供暖期后雾霾
现象加剧，净化器供不应求，价格上涨，
空气净化器成交均价达 3122 元，创 2013
年高点。这说明，在选择空气净化器的
消费群体中，更注重过滤效果，青睐中高
端产品，因此低价这一因素卖点有限。

从年度销售数据来看，2013 年可以
称作中国空气净化器市场的爆发期。据
中怡康数据，2012 年销量为 126 万台，同
比增长 12.5%；2013 年销量猛增至 240 万
台，同比增长 90.5%。加上没有纳入统
计的水货、海淘，空气净化器的实际销量
将更高。这个高速增长的市场吸引了众
多厂家进入。三菱电机决定于 2014 年
进军中国空气净化器市场；东芝 2013 年
投入了 5000 万美元用于广东南海空气
净化器工厂的建设。国内的创维集团、
万家乐宣布进入空气净化领域，这势必
将加速空气净化器在国内的推广。

在企业抢占市场商机的同时，有关
方面也加强了对产品的监管。上海质监
局通报了空气净化器产品质量安全风险
监测结果，多个品牌被点名，有 9 批次样
品的实测值未达到其标称的适用面积。
国家标准委启动了对现有空气净化器国
家标准的修订工作，将完善针对不同污
染物的产品技术指标、细化试验方法，增
加适用面积和空气洁净量的折算方法，
并完善产品标注要求。

我们认为，空气净化器热销既有雾
霾天气的原因，消费者对生活品质的要
求提高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今后将有更
多的空气净化器、净水器等净化、环保产
品走进国内消费者的家庭。这些产品将
先在顾客教育背景较高、经济实力较强
的一线城市投放，逐步扩展到二、三线城
市。这个过程，也是国内外家电企业推
广产品、开拓市场，优胜劣汰的过程。

空气净化器
加速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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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空气净化器
因雾霾天气频发而销售火
爆 ， 众 多 厂 商 进 军 该 领
域。随着消费者对生活品
质的要求提高，今后将有
更多净化、环保产品走进
百姓家庭

继续保持温和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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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观察效益改善是突出亮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