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 消 费 2016年3月30日 星期三 11

当前，家电行业下行压力不小，家电
企业的生存现状又如何？“到我们举办的
AWE2016去看看吧，一看便知！”中国家
用 电 器 协 会 理 事 长 姜 风 的 回 答 简 洁
有力。

近日，在上海举办的中国家电及消
费电子博览会（AWE）盛况空前，展出了
白色家电、消费电子、智能应用等七大领
域的产品。国内外 600 多家家电企业参
展，参观人数达 10 多万人。在这个万众
瞩目的舞台上，中国家电业展示了制造、
智造与创造的东方魅力，推出一系列创
新产品和前沿方案，为百姓生活增添了
惊喜，也为行业发展打开空间。

无家电不智能

家电企业如今表现更加务
实 ，积 极 推 动 智 能 家 电 向 实 用
化、场景化应用方向发展

在互联网和物联网时代，家电业一
举占据了智能家居的风口。本次展会以

“互联网+你的家”为主题，掀起智能热
潮。众多企业展示了各种具备“互联”功
能的智能产品，从冰箱、空调、洗衣机、彩
电、厨房电器、小家电到家居照明、窗帘、
安防设备等，应有尽有，真可谓“无家电
不智能”。

相对于以往家电智能化的“炒概念、
贴标签”，今年的参展企业表现更加务
实，积极推动智能家电向实用化、场景化
应用方向发展。在美的空调体验区，随
着记者的语音唤醒，一台智能空调开始
进入工作状态，并通过人机对话，及时响
应温度调节、风量调整等多项指令。通
过采用智能音频识别技术，机器变得很
听话，这也让用户去掉了遥控器的束
缚。“智能家电要让用户用得上、用得好，
要实实在在。”美的集团副总裁、家用空
调事业部总裁吴文新表示，目前智能空
调存在厂家热、市场冷的现象。究其原
因，厂家仅是简单地给普通空调加上智
能手机控制功能，或者追求新奇特，把功
能和操控搞得复杂繁琐，这些举措都难
以打动消费者。

美的此次推出了多项智能空调的
“落地”成果：用手机控制家里的空调，通
过空调自带的摄像头实时查看家里的情

况，主人出门可以更安心。用户回到家
向空调摆摆手，就能自动开机。到空调
跟前露个面，最熟悉的温控模式会随之
启动，家居生活变得更轻松。

在智能单品遍地开花的背景下，海
尔、美的为首的家电巨头高举高打，竞相
推进智慧家居战略，打造开放式平台，构
建智慧生态圈，把各品类的家电和不同
的服务接入到系统中，实现互联互通的
功能，为用户提供更好的服务和应用
体验。

此次展会上，海尔“U+智慧生活平
台”发布了“U+智慧生活 2.0 战略”。为
改善用户体验，海尔通过与微软战略合
作，推出了“U+智慧生活大脑”。作为海
尔“U+智慧生活平台”思考决策的核心，

“U+”大脑可以像人一样“能听、能看、会
说、能思考、有情感”。它可以理解用户
需求，支持家电控制，能够感知消费者的
生活习惯和行为喜好，实现自主决策，主
动提供服务。与此同时，海尔推出了网
器生态场景商务模式。譬如，海尔馨厨
冰箱可以进行食材管理，还通过联合雪
花、加多宝、中粮、金龙鱼、统一等近 30
家跨界资源品牌商，为用户构建了购买、
储存、烹饪、娱乐、交互五大厨房应用
场景。

高精尖无止境

不少家电企业与时俱进地
推出外形时尚小巧、操作便捷的
产品，符合年轻消费者心意

面对消费升级的趋势，家电企业集
体进军高端研究领域，推出众多高精尖
产品。这颠覆了传统家电面貌，引领了
行业发展潮流，让人倍感兴奋。

展会上，彩电企业展示了 OLED 电
视、激光电视、量子点电视等一系列高端
产品。海信推出镜面电视、透明电视，展
现了新一代显示技术的巨大潜力。“原来
电视还能做得如此神奇！”现场观众发
现，电视可以播放视频，当镜子用，还能
呈现透明显示的效果。观众们纷纷拿出
手机，将这精彩的体验定格。

创 维 是 业 界 首 家 量 产 4 色 4K
OLED 电视的厂家，其代表作 S9300 系
列产品采用 4 色 4K 自发光体作为显示

核心，从而使得 OLED 亮度得以提高，并
配置一流的全音域音响组合，机身薄至
5.21mm，屏幕响应时间小于 0.001ms，
比普通液晶电视快 8000 倍以上。凭借
叫好又叫座的表现，创维在有“中国家电
业奥斯卡”之称的艾普兰奖评选中脱颖
而出，摘得“好产品奖”。

小家电企业也推出了众多创意产
品。九阳用 5 年时间开发出 Onecup 胶
囊豆浆机，获得国内外 40 多项专利。该
机外形时尚小巧，操作也相当便捷，只要
投入一颗豆浆胶囊，30 秒后一杯口味香
醇的豆浆就诞生了。豆浆制作完毕后，
机器在 5 分钟之后会完成自动清洗。这
些功能正合年轻人的心意，因此新型豆
浆机大举进入烘焙店、咖啡馆等时尚消
费场所也就顺理成章了。

在白色家电领域，更是不乏令人脑
洞大开的突破性产品。长期以来，人们
对于“滚筒洗衣机只有一个筒”的理念已
习以为常。如今，卡萨帝、小天鹅、LG 新
品竞相颠覆了传统设计。相对于业内同
行的“滚筒+波轮”的叠加式设计，国产品
牌卡萨帝技压群雄，原创出双滚筒一体
化洗衣机。这也是目前世界上唯一集上
下两个滚筒于一体的洗衣机。外观上，
该产品精雕细琢，台面模块 1 条缝隙只
有 0.2mm，相当于 1 个刀片的厚度；功能
方面，上筒可以提供 12 种专属洗护方
案，下筒可以提供 18 种高端洗护方案，
实现了衣物分类洗护。一对白领夫妇不
禁感慨：“真是太酷了！”

作为国产高端品牌，卡萨帝通过创
新供给，2015 年取得了逆势增长 30%的
佳绩。相对于同期冰箱行业增长 9.3%、
滚筒洗衣机行业增长 20%，卡萨帝实现
了冰箱整体销量增长 53%、洗衣机整体
销量增长 165%。“做产品，很多人是从 1
到 N,而我们是从 0 到 1。”卡萨帝中国区
总经理宋照伟强调，为成就百年品牌，卡
萨帝做的是颠覆性创新。

定制梦已成真

随着个性化小众消费崛起，
产品的目标用户分类趋向精细
化，更便于用户选择

随着互联网和新生代消费者的崛

起，个性化、多样化需求渐成主流。家电
业大规模制造的模式已难以为继，用户
做主、按需定制成为新的发展趋势。

在 展 会 现 场 ，海 尔 展 示 了“hello
kitty”系列的定制产品，这些有着“hel-
lo kitty”图案、以粉色为基调的洗衣机，
一改白色家电冰冷的形象，看上去温馨
可爱，十分接地气，吸引了大批粉丝围观
和驻足。

海 尔 工 作 人 员 刘 云 龙 介 绍 ， 在
“hello kitty”系列之前，海尔已针对
用户的定制需求推出了迪斯尼系列。企
业利用众多卡通形象营造童话之家，在
与用户充分交互的基础上，呈现“属于
你的冰箱动漫秀”。为全方位满足用户
定制体验，海尔推出了模块定制、众创
定制、专属定制这三种定制模式，并建
立了行业内首个用户交互定制平台“众
创汇”。自该平台正式上线以来，短短
几个月时间里，已有 300 多万的流量，
完成了数千台订单。

海尔敢定制、能定制，靠的是智能
制造。通过打造全球领先的互联工厂，
前联研发、后联用户，海尔由大规模制
造转向柔性的个性化制造，支持用户参
与制造交互，让各种天马行空的创意得
以实现。此外，海尔还为用户提供了家
电定制、生产、配送、安装的全流程可
视化体验。

除了海尔这样的大企业，小家电企
业也开始“试水”个性化定制。在展会上，
奔腾开设私人定制区，为一款剃须刀产
品提供光雕机刻字的定制服务。观众对
此反响热烈，有要刻名字的，有送祝福
的，也有要励志的。由于有定制服务，展
会期间这款剃须刀就销售了 800 多台，
远远超出了厂家预料。

“从标准化定制到差异化定制，这是
小家电行业发展的新方向。”POVOS 奔
腾总经理曾文礼表示，今后奔腾将逐步
升级私人定制服务，根据用户需求，为其
打造独一无二的产品。

对于家电企业定制的探索，行业协
会给予了充分肯定。中国家电协会副理
事长王雷强调，在互联网+时代，随着个
性化小众消费崛起，产品的目标用户分
类趋向精准化和细致化，定制服务为产
品赋予了差异化标签，更便于用户选择
和使用。

在日前举行的中国家电及消费电子博览会上在日前举行的中国家电及消费电子博览会上，，智能化智能化、、高精尖高精尖、、定制化产品纷纷亮相定制化产品纷纷亮相——

家电梦工场家电梦工场 更懂消费者更懂消费者
本报记者 周 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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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享家电业供给侧改革成果
周 雷

二手车电商靠谱吗
亟需技术创新和标准完善

本报记者 陈 静

在今年的央视“3·15 晚会”上，二手车在线交易平台
“车易拍”被曝光联合商家制造差价，随后二手车电商迅
速成为关注焦点。

在过去一年中，二手车电商迅速发展，资本大量涌
入，市场需求较大。据中汽协统计，仅在 2015年上半年，
国内二手车电商平台总投资额就达到 4.4 亿美元。而根
据市场研究机构艾瑞咨询的数据显示，2015 年中国二手
车电商平台交易规模达到 84.6 万辆，在二手车交易中占
比近 10%。

不过，二手车电商平台上暴露出的问题也越来越
多。一位业内人士表示，包括销售问题车、数据造假等问
题是二手车平台目前比较集中的问题。对于 C2C 二手
车电商平台来说，是否有“黄牛”混迹其中则最被用户关
注。因为，这直接关乎了消费者的利益。

那么，二手车电商到底靠谱吗？来自市场研究机构
中商情报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目前市场上的二手车电
商平台运营模式十分多样化。从针对上游收车的 C2B
竞拍模式，到针对“线上信息发布+线下门店”撮合交易
环节的 C2C 寄售模式，以及针对经销商和下游用户的
B2C 模式等都在市场上得到快速发展，这也涵盖了二手
车电商交易的资源对接、收车、流通和销售等各个环节，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更加方便了消费者。

这份报告也同时显示，目前二手车市场一方面依然
需要更有效的用户培养，另一方面也需要平台自身服务
质量的提升。从目前情况来看，依然需要技术创新和标
准完善。以“黄牛”问题为例，瓜子二手车的相关工作人
员表示，瓜子二手车已启动了筛查机制，工作人员会通过
对卖家电话和过去半年内名下车辆的过户记录进行审
核，筛除可疑黄牛。同时，瓜子的“上家”赶集网二手车频
道曾经积累了大量二手车中间商行为数据，这些也成为
瓜子筛选机制中的重要参考。

在二手车连锁经营企业“车王认证二手车超市”，负
责定价与渠道方面的总监周亚敏也对记者表示，涵盖车
况标准和价格标准在内的一些举措仍需进一步建设和完
善，而在此之上，更重要的是搭建个人诚信体系。“违法成
本小的特点使得个人在诚信方面缺乏应有的重视。改变
目前二手车电商的现状需要各方共同努力，而不仅仅是
商家。”

在日前举行的供港生鲜 （北京站） 公共测试活动
上，商务部国际品牌管理中心主任许京表示，首批“同
线同标同质”的供港生鲜食品有望近期投放北京消费市
场。今后，消费者不用出境就可买到与香港市场同样标
准、同等品质的生鲜食品。

许京介绍说，商务部国际品牌管理中心发起了“供
港生鲜供内地”的倡议，并按照“同线同标同质”的原
则建设“供港生鲜内销公共服务平台”，通过“出口备
案+企业自我声明+HACCP 认证”的方式，复制供港食
品监管和采购模式，推动优质出口产品实现内销转型。

据了解，来自全国各地的 66 家优质企业成为了第
一批供港生鲜公共服务平台供应商。他们携带产品接受
了商超、高端餐饮酒店、生鲜电商、消费者、媒体等方
面代表的检验，并与北京华联、永旺、家乐福、香格里
拉等商超连锁企业和生鲜电商企业进行了供需对接。

国家认监委副主任王大宁说，中国长期存在内销产
品与出口产品的标准差异，导致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存
在一定程度的“质量差”，也导致消费者赴海外抢购风
潮。这种情况越来越不适应国内日益升级的消费需求。

王大宁说，“同线同标同质”是指出口企业在同一条
生产线上，按照相同的标准生产出口和内销产品，使供应
国内市场和供应国际市场的产品达到相同的质量水准。

“同线同标同质”应当符合 3 个条件：一是企业获得出口
备案注册资格并有实际的出口业绩；二是企业自我声明
投放内销市场的产品“同线同标同质”；三是加工企业需
获得 HACCP 认证。据悉，目前已有供应香港、日韩等两
个试点平台的项目上线，形成可复制模式后逐步向其他
产品推广，带动国内产业整体提质升级。

以“同线同标同质”为标准

首批供港生鲜投放市场
本报记者 徐 胥

3 月 28 日，河北省迁安市“欧 C”草莓公园的工人在

将刚采摘的有机草莓装箱。“欧 C”草莓春节前开始陆续

上市，产果一直延续到 6月份。

新华社记者 杨世尧摄

中国家电及消费电子博览会（AWE）是

顶级的家电秀场，更是我国家电业发展的风

向标。从今年的展会来看，参展企业朝气蓬

勃，创新成果目不暇接，活动现场人气十足。

去年以来，受外部环境及消费周期因素

影响，家电市场规模增长乏力，持续处于低

迷状态，企业也面临着不小的困难。家电业

并没有被下行压力压倒，行业运行总体平

稳，发展较为健康，在提质增效方面取得了

可喜进展。数据显示，去年家电行业利润同

比增长 8.3%，利润率达到 7%，为近十几年来

最好水平。在此情况下，企业乐于分享奋斗

的喜悦，更对未来发展充满期许。

家电业的底气与信心，来自于改革创

新。用中国家用电器协会理事长姜风的话

来说，从此次展会上可以看出家电行业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带来的变化。智能、绿色、高

端成为家电及消费电子产品的发展趋势，家

电企业正通过技术创新、品质提升和增加细

分品类来改善家电产品供给，满足消费升级

需求，这也给行业带来新的增长动力。

在经济新常态下，模仿型排浪式消费阶

段已基本结束，品质消费、差异化消费的重

要性显著上升。面对市场日趋饱和、大路货

滞销的状况，家电业敏锐把握了需求的趋势

性变化，聚焦结构调整，迅速推进转型升

级。经过不懈的努力，家电业供给侧低端过

剩、高端不足的状况逐步得到改善，更高水

平上的供需平衡在持续推进。厂家的得意

之作和市场的突出亮点，都在本次展会上得

到淋漓尽致的体现。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城乡居民收入的增

长，消费者对于品质生活的要求会越来越

高。加上全球范围的制造业竞争更趋激烈，

注定了我国家电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任重

而道远。首先，家电业要尽快实现创新驱

动。广大企业要着力在核心技术和关键领

域谋突破，并通过全方位变革创新实现技术

与市场的双重引领，从同质化竞争的红海转

入差异化发展的蓝海，从价值链低端迈向中

高端。深入贯彻“中国制造 2025”战略、“互

联网+”行动，推进智能制造，不断提升中国

制造的水平，注重以工匠精神坚守品质、打

造精品，为家电国货享誉世界提供支撑。

其次，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政府部门

要加强市场监管，严打假冒伪劣产品，严查

不公平竞争行为，规范市场秩序，努力避免

“劣币驱逐良币”现象的发生。同时，切实加

强知识产权工作，着力形成鼓励创新、保护

创新的氛围和环境，让坚持自主创新的企业

敢投入、有回报，步入创新发展的良性循环。

第三，积极开展消费引导。随着中国高

端家电供给能力的增强，行业及第三方机构

有必要进行消费引导，帮助消费者客观地认

识中国高端家电发展状况，改变国货“低质

低价”的印象，进而让更多的高端消费者乐

享中国家电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新成果。

①①

②

①①在中国家电及消费电子博览会上在中国家电及消费电子博览会上，，美的美的展区的机器人为展区的机器人为

观众制作冰激凌观众制作冰激凌。。

②②在中国家电及消费电子博览会上在中国家电及消费电子博览会上，，海尔集团推出的海尔集团推出的

““hellohello kittykitty””系列定制家电产品系列定制家电产品，，受到参观者关注受到参观者关注。。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周周 雷雷摄摄

家电企业正通过

技术创新、品质提升

和增加细分品类来改

善家电产品供给，满

足消费升级需求。发

展家电业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可以着力于

实现创新驱动、营造

良好发展环境以及开

展消费引导等三个方

面

“欧 C”草莓受消费者喜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