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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来临，销售迎来小高峰——

热水器：产品升级 市场升温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周 雷

在家电市场整体销售平稳

的大背景下，热水器市场却不断

升温。业内专家表示，随着产品

不断向高端化发展，销售市场向

三四级市场下沉，热水器的增长

势头有望继续保持。与此同时，

主打舒适健康、绿色环保、人工

智能概念的新产品将继续推动

产品升级换代——

在日前举行的 2017 年度第一届中国虚拟现实商业
价值发展论坛上，虚拟现实产业联盟副秘书长胡春民表
示，今年，随着产品促销、内容丰富等因素，虚拟现实市场
销量将有更大的增长。据赛迪顾问预测，2020年中国虚
拟现实市场规模将达1000亿元。

“2016 年是虚拟现实消费元年，因为行业出现了很
多消费级产品。2016 年，我国虚拟现实产业出货量是
30 万台，销量处于全球第二位，仅次于美国。各市场调
研机构都看好虚拟现实的产业前景。高盛预测 2025 年
虚拟现实市场规模将达到 800 亿美元，花旗集团预测
2035年达万亿级市场。”胡春民说。

赛迪顾问虚拟现实行业分析师侯云仙分析说，2016
年是虚拟现实产业化元年，这一年市场上有三款明星产
品上市，硬件的相对成熟带动了整个市场快速发展。
2017年到2020年，虚拟现实市场将处于快速发展期，会
出现爆款应用，进而带动产业下一轮飞速发展。

如何占领产业制高点？“最主要就是标准，中国也正
在制定相关标准。虚拟现实产业联盟日前制定并发布了
头盔的标准，将于 7 月 1 日正式实施。”胡春民透露。但
多位专家坦言，中国目前的虚拟现实产业生态系统仍相
对薄弱。胡春民表示，虚拟现实产业生态体系主要有两
个层面，第一是产业本身，包括设备采集、显示输入硬件
开发的工具、操作系统平台等等；第二是行业应用。目
前，中国在整个产业体系中更偏重于行业应用，但在硬件
如开发工具和操作系统方面比较薄弱。

“硬件和软件方面我国比较薄弱。国内应用面虽然
广，但内容支撑力不够，服务也是各自为战。虚拟现实产
业生态系统薄弱，也意味着现在以及未来新厂商还有机
会切入这块蛋糕，预计2020年我国虚拟现实市场将达到
近千亿元规模。”侯云仙说。

近年来，全球一些科技巨头都已切入虚拟现实产业，
2016 年全球投融资规模达 23.2 亿美元。与 2015 年相
比，最大的特点就是硬件赶超别的门类，占比由19%提升
到38%。从国内看，2016年我国虚拟现实产业融资额为
49.8 亿元，规模快速增长。“资本的野蛮生长阶段已经过
去了。”侯云仙分析说，从产业链环节来看，应用开始赶超
硬件，流向硬件端的资本明显减少，流向应用和内容制作
的资本明显增加。应用投资占比由 2015 年的 28%上升
到 46%。游戏仍是最大领域，其次是视频。在企业级应
用中教育融资最突出。

业内专家表示，未来虚拟现实产业的投资重点仍是
由硬件向内容演进。目前国内虚拟现实技术专利比较
少，与美国和日本相比，无论从市场规模还是从业人数、
标准和层次来说，国内并未落后太多。但是，国内虚拟现
实产业都争先恐后追逐变现价值，如果不掌握核心技术，
中国将变成加工市场，丧失本身优势。

生态系统薄弱 核心技术欠缺

虚拟现实产业当去“虚火”
本报记者 黄 鑫 实习生 许 菲

在家电市场整体平稳的情况下，近
几个月热水器热销态势明显。来自奥
维云网的数据显示，2017 年一季度热水
器线上市场零售量规模达 225.3 万台，
同比增长 39.8%，零售额为 28.2 亿元，增
幅达 41.6%。

市场快速扩容

热水器市场火热，引发了家电业的
普遍关注。近日，由中国家用电器协会
与国家信息中心信息资源开发部指导、
中国家电网等主办的“2017 中国健康热
水器行业高峰论坛”，对热水器行业发展
趋势展开了深入研讨。

与会者认为，热水器产业出现高增
长态势，得益于宏观环境、政策利好以及
产业内部结构升级等多方面积极因素的
集中释放。

“2016年房地产市场销售升温，对新
增家电消费的拉动作用十分明显。”国家
信息中心信息资源开发部副主任蔡莹表
示，各地棚户区改造和农村危房改造工
程的顺利推进，为市场提供了增量空间。

奥维云网副总裁郭梅德则认为，“煤
改气”“煤改电”等政策红利的释放，对热
水器市场的增长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伴随热水器市场快速扩容，从产品
到渠道的结构性变化也在凸显。

中高端产品销售比重持续上升。
国家信息中心数据显示，2016 年，2500
元 以 上 价 格 段 电 热 水 器 销 售 占 比 从
2015 年 的 13.78% 提 升 到 2016 年 的
17.00%；2500 元以上价格段燃气热水
器销售占比从 2015 年的 42.05%提升到
2016 年的 48.49%；60 升以上电热水器
销售占比从 43.33%提升到 47.74%；12
升以上燃气热水器销售占比从 46.10%
提升到 62.65%。

对于热水器热销势头能否持续，与
会者展开了热烈讨论。蔡莹提醒，2016
年热水器行业增势喜人，不过 2017 年一
季度市场增幅开始趋缓。近期，各地区
房地产限购政策的出台，将间接影响新
增家电需求的放量。此外，热水器品牌
市场竞争加剧、节能环保门槛提高、原材
料价格持续波动，这些都考验着热水器
企业驾驭与化解风险的能力。

技术不断升级

在京东家电厨卫采销部总经理孙志
涛看来，社会新兴主力消费群体对品质
的要求，推动着产品不断向高端化方向
发展。随着线上产品的结构升级，加上
电商对三四级市场甚至农村市场下沉力
度的加大，热水器在线上的增长势头仍
会保持。

来自龙头企业的代表对热水器行业
发展多持乐观态度。他们认为，近期的
房地产调控和原材料涨价未必是坏事，
这有利于提升产品档次，将假冒伪劣产
品淘汰出局，进一步加快行业洗牌速度，
形成健康良性的行业发展大环境。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无论是整体家
电市场还是热水器产品，消费升级带动
产品结构升级，已成为行业发展的内在
驱动力量。

从发展趋势看，热水器产品正朝着
健康化、舒适化、智能化、艺术化方向发
展。中怡康数据显示，近 3 年来，13 升及
以上大出水量燃气热水器产品加速扩

容，60 升及以上的大容积电热水器产品
持续放量，超薄机身、钻石切割等艺术化
外观崭露头角。此外，随着远程控制、语
音控制等模块功能的加入，热水器智能
化产品不断渗透。

中怡康品牌中心总经理左延鹊表
示，我国居民消费层次不断提升，未来热
水器产品的发展应该聚焦于用户体验的
完善，根据区域环境、消费需求、使用场
景等特点开展产品创新和服务升级。

健康仍是卖点

随着居民收入水平提高，消费者对
于健康洗浴体验的关注度不断攀升，更
加重视洗浴用水是否存在铁锈、余氯、细
菌、重金属等物质，一些传统热水器易生
水垢等问题也引发吐槽。在此情况下，
健康家电消费商机凸显。业内专家预
计，2017年“健康”类热水器将继续增长，
市场份额有望超过60%。

据中怡康统计，目前健康型电储水
热水器品牌已达 20 个，在售机型 236
款。围绕健康卖点，热水器龙头企业对
产品不断优化升级。

“用户洗浴诉求已经发生变化，主打
健康舒适正在成为热水器行业的新风
口。”中国家电网总编辑吕盛华表示，市
场的扩容吸引了更多参与者，但行业的
转型升级、市场的优胜劣汰也将加速。

为更好地引导热水器产业开展技术
创新、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去年中国家用
电器协会修订了热水器产业技术路线
图，并在中国家用电器技术大会上正式
发布了《中国家用热水器产业技术路线
图(2016 年版)》。该路线图对热水器的
安全可靠性、能源效率、绿色环保设计、
舒适健康功能、产品结构升级、建筑一体
化、智能化以及先进制造等方面，都提出
了相应的技术指标。

中国家用电器协会副理事长徐东生
希望，热水器企业能够在新版路线图的引
导下，做好产品技术创新工作，加速推动
产业转型升级。同时，企业要真正以消费
者需求为中心，推动产品不断优化，更好
地满足消费者提升生活品质的诉求。

2017年4月1日，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作为全国第三批自贸区
正式挂牌成立，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的成都双流自贸试验区也随之正式
启动建设，成为四川唯一坐拥国际空港口岸和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的自贸
核心承载区。双流的经济社会发展迎来了继四川天府新区、成都国家中
心城市和国家临空经济示范区建设之后的又一重大历史机遇。

优势突出 双流受到资本青睐

在中国(四川)自由贸易试验区中，成都双流自贸试验区总面积34.01平
方公里，涵盖成都国际航空枢纽综合功能区、成都高新综合保税区双流园区
和西南航空港经济开发区三大功能板块，是四川自贸试验区面积范围最广
阔、区位优势最明显、产业基础最扎实、口岸功能最成熟的核心区域。

成都双流自贸试验区拥有中西部较为发达的集航空、铁路、公路于一
体的立体交通网络和幅员广阔的物流经济腹地；双流国际机场作为国家
一类口岸，对 51 个国家公民实施了 72 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已实现与全省
海关口岸一体化通关；坐拥成都高新综合保税区双流园区、成都空港保税
物流中心（B 型）、国际快件中心、5 大指定口岸及 3 大货站等国际优势平
台；享受国家临空经济示范区、国家天府新区建设等叠加政策优势⋯⋯双
流已成为英才汇聚、名企云集的投资热土。

在今年4月1日“成都双流自贸试验区建设启动仪式”上，双流再次受
到资本青睐，分别与四川航空、金石租赁等 25 家企业签订投资协议，总投
资额近180亿元，自贸区建设强势开局。

特色鲜明 做强“自贸+空港”产业体系

在成都双流自贸试验区所包含的三大功能板块中，其中航空港板块

将主要依托双流机场国际空港优势，发展民用航空、供应链物流+金融、跨
境电商、口岸贸易、国际旅游等临空产业，建设中西部国际航空门户枢纽、
国际交流的展示窗口；综保区板块将重点发展保税加工制造、保税维修、
保税文化、保税物流、融资租赁、国际贸易、跨境电商等自贸产业；西开区
板块将重点发展电子信息、新能源、生物医药、高端装备制造及新材料
产业。

目前，依托成都国际航空枢纽综合功能区、成都高新综合保税区双流

园区、西航港经济开发区等产业园区，成都双流自贸试验区内初步形成了
以航空制造、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为代表的高端制造业和以航空枢纽服
务、航空物流、航空维修、口岸贸易等为代表的临空服务业产业体系。

下一步，围绕临空自贸经济，成都双流自贸试验区将以“自贸”+“空
港”为特色，大力发展民用航空、金融服务、跨境电商、口岸贸易、供应链物
流+金融、保税加工制造、国际旅游、保税文化等八大临空自贸高端产业。

深化改革 创新打造内陆自贸高地

对自贸区建设的探索，双流早已迈出了创新的步伐。2015 年，双流
区就通过开展“一报一审”模式改革，为企业节约成本 30%；通过实施“三
个一”通关、安检前置和政府购买口岸公共服务，使成都成为继北上广深
后第 5 个实现机场“空侧”资源开放的航空枢纽城市，最大限度提升了口
岸活力。

当前，围绕国际空港口岸和综保区通关机制创新，双流将按照“一线
放开、二线管住、区内自由”的原则，重点做好空港集中查验区建设，实现
口岸监管机构跨部门联合监管，促进通关货物“快验快放、优进优出”，推
动区域口岸通关和监管服务机制改革。同时，复制上海、天津等“1+3”自
贸试验区创新举措，促进更多国际资本自由进出；组建完善“一带一路”法
律联盟服务中心，营造透明高效的法治化营商环境；并积极引进高端专业
人才，塑造一支“熟悉政策、懂得规则、了解市场、善于创新”的人才队伍。

成都双流自贸试验区将坚持以创新为核心、以规划为引领、以问题为
导向、以项目为抓手、以产业为支撑，致力打造营商环境优越、投资贸易便
利、监管高效便捷、创新创业活跃、产业实力雄厚的内陆自贸发展引领示
范区和内陆自贸高地。

··广告广告

双流区与四川航空等双流区与四川航空等2525家企业签约家企业签约，，总投资近总投资近180180亿元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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