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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就《电动汽车安全要求》《电动汽
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电动客车安全要求》3 项强制
性国家标准进行了公示。业内预计，如果没有较大异议，该
标准将很快得到发布实施。

尽管车市遭遇 28 年来的首次负增长，但 2018 年我国
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了127万辆和125.6万辆，同比
分别增长了 59.9%和 61.7%。截至 2018年底，我国新能源
汽车保有量已达261万辆。在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快速增长
的同时，新能源汽车安全事故呈现出上升态势。有数据表
明，从2016年1月到2018年12月，我国新能源汽车起火事
故共发生了59起。其中，新能源乘用车起火33起，新能源
商用车起火26起。频发的起火事故，也引发了人们对新能
源汽车安全的担忧。

“没有安全，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就没有未来。”工
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司副司长罗俊杰表示，工信部从
2016年起便开始积极推动制定新能源汽车安全标准，力图
减少车辆起火事故。2018年 9月 25日，工信部发布了《关
于开展新能源乘用车、载货汽车安全隐患专项排查工作的
通知》，督促生产企业对生产的新能源乘用车和载货汽车开
展安全隐患专项排查工作，“此次公示的3项强制性国家标
准，将成为新能源汽车产品报批准入的基础要求”。

事实上，与传统燃油车起火事故发生率相比，新能源汽
车起火率较低。“但消费者对新能源汽车起火事故关注度和
顾虑却更高。”中国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副秘书长王子冬
解释，这主要是因为消费者对燃油车自燃的可控性比较了
解，而对电动汽车的安全可控性却并不熟知。

“经过我们对一些起火事故分析，发现主要原因还是企
业为了保证市场供应量，在设计、制造、验证、使用过程中没
有严格遵守相关技术标准和规范，忽视了对质量的要求。
此外，部分用户对新能源汽车的充电操作、维修保养也不够
规范。”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欧阳
明高认为，随着推广规模的扩大和车辆使用年限的增加，新
能源汽车安全风险不容低估，“如果电动汽车及电池等安全
要求的强制性标准能够尽快实施，这对于提高全行业对新
能源汽车安全性的认知，强化企业安全性设计、制造水平以
及相关售后服务，引导用户规范充电，促进新能源汽车产业
健康发展无疑具有积极意义”。

三项强制性国标公示

电动汽车安全有“底线”了
本报记者 杨忠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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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2017年彩电销量大幅下滑之后，

2018 年国内彩电市场依然低迷。数据
显示，2018 年，国内彩电市场零售量规
模为 4774万台，同比微增 0.5%；零售额
规模为 1490亿元，同比下降 8.6%，零售
均价3121元，同比下降9%。

中国彩电业竞争力究竟怎样？产业
发展会不会江河日下？且听行业企业人
士怎么说。

品牌崛起有目共睹

2018年是我国电视工业诞生 60周
年。1月17日在京召开的中国智能显示
与创新应用产业大会暨CRC 2018年度
彩电行业研究发布会，以“致敬电视工
业”为主题，回顾彩电业发展的历程和成
就，分析目前电视行业运行状况和趋势。

数据显示，2018 年，我国电视产量
达 1.6亿台，占全球出货比重 70%，出口

（含电视制造商出口的整机及整机套散
件）1.25亿台，占全球出货比重55%。

“中国电视工业现已成为全球规模最
大、发展最快、最具竞争力的产业，并且一
直处于我国电子信息产业中支柱性、先导
性和战略性的地位。”中国电子视像行业
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郝亚斌说。

据悉，中国大陆作为全球最大的面
板生产基地，高世代液晶面板线（8.5 代
以上）扩建到 13 条，彩电面板年出货量
占全球市场的 41%。除了面板以外，智
能电视的核心技术，比如芯片、操作系
统、编解码、人工智能语音等关键技术都
逐渐实现国产化，并开始大规模应用到
高端产品上。

近年来，我国从全球彩电制造中心
逐步发展成为引领技术和市场的创新中
心。中国在显示领域的专利申请量现居
全球之首，并且是全球人工智能知识产
权领域布局最多的国家。同时，我国已
成为全球电视应用的风向标和引领者，
智能电视渗透率高达92%，55英寸以上
大尺寸产品渗透率达到 49%。4K 电视
渗透率已达到66%，55英寸以上产品已
全线实现4K超高清。

从全球市场看，中国彩电军团崛起
之猛，产品力和品牌影响力提升之快，也
是有目共睹。在全球前 10 大彩电品牌
中，中国大陆品牌已占据 4 席。截至
2018 年第三季度，海信电视在全球 4K
高端彩电市场位居前三。

需求不振低价横行

中国彩电业跨越发展成绩喜人，同时
也面临着不容忽视的问题和挑战。首当其
冲的就是低价竞争，此起彼伏的价格战一
直困扰着彩电行业发展。比如，2012年至
2016年互联网品牌靠烧钱“跑马圈地”，彩
电市场价格体系两次探底。2017 年至

2018年，价格战再起，2018全年彩电重点
尺寸的均价下降均在10%以上。

一味地降、降、降，并未有效提振彩
电市场。根据奥维的监测，对价格最为
敏感的线上彩电市场，2016年均价每降
低 1 元，线上市场规模的增长为 9479
台，而 2018 年均价每降低 1 元，线上市
场规模的增长为9091台，降价对市场的
刺激效果正在减弱。

“低价竞争直接导致了低利润，从
2018年下半年开始，电视的利润空间较
上年同期不断下降，企业的运营越来越
难。”奥维云网（AVC）黑电事业部总经
理朱圆圆直言，国内电视行业竞争环境
趋于恶化。

价格战折射出彩电业存在的深层次
矛盾。国内彩电市场品牌集中度低，话
语权分散。2018年，前五名品牌市场占
比虽有小幅提升，但彩电市场竞争品牌
多达78个。在此情况下，严重的同质化

竞争更令彩电市场变成了一片红海。有
研究人员表示，2018 年，彩电行业并没
有出现突破性的产品创新技术，更多的
是对现有技术的深度开发和拓展。受制
于成本和企业战略布局因素，新技术产
品主要面向高端市场，在整个彩电市场
中的销量占比较低，液晶电视仍是主流。

“ 电 视 使 用 需 求 下 降 是 长 期 危
机。”朱圆圆分析认为，未来电视业需抓
住“90 后”和“00 后”用户，而年轻用户
的娱乐方式更偏向手机和智能设备，对
电视产品的需求在降低。数据显示，
2018 年，智能微投市场规模达 261 万
台，同比增长 102%。新兴替代品市场
兴旺，一定程度影响着彩电市场发展。

创新驱动加快突围

新年伊始，彩电业就迎来了政策利
好。国家发展改革委负责人已表示，将

制定出台稳家电产品消费的措施。
市场层面也不乏利好因素。农村彩

电市场将迎来替换高峰。据了解，目前，
农村市场的电视产品购买时间集中在
2009 年至 2012 年家电下乡期间，到
2019年，这批产品的使用年限将达 7年
至 10 年，进入换购期。据测算，家电下
乡期间彩电销售规模为7490万台。

今年，中国电子视像行业协会将联合
各主流彩电厂商进一步启动“汰旧换新”
的活动，推动电视产品升级换代。

根据预测，2019年我国彩电市场将
出现恢复性增长，彩电零售量规模预计
将达 4851万台，同比上升 1.6%；零售额
为1468亿元，同比下降1.5%。

对于今年彩电业的发展，朱圆圆等业
内人士认为，相较以往，彩电行业的外部刺
激因素作用会减弱，其发展主要依靠自身，
会进入内生发展周期。厂商尤需把握住技
术创新、消费拉动、用户连接三要素，坚守
行业价值，把握本质需求，开展良性竞争。

更高清晰度、更好的音质、更强的处
理性能、更大尺寸等仍然是彩电业的发
展趋势。“今年 4K 成标配，8K 有望搭上
5G技术普及的列车实现增长，真正迎来
起步年。”中国电子视像行业协会副秘书
长彭健锋预计，8K超精细分辨率更适合
超大尺寸显示产品，将推动75英寸及以
上超大尺寸电视的发展。

创维集团有限公司 CTO 王志国透
露，企业加大技术研发投入，在 2018 年
推出全面屏电视，引领行业产品创新，并
联合爱奇艺、百度推广 AM 音效。在做
好产品的同时，创维还组建了一支能够
将产品传递出去的营销团队，打通产品
与消费者的连接。

“单靠显示技术的升级已经很难推
动彩电业更新换代，彩电业正从以产品
技术驱动向以产品、应用、场景、服务进
行动能转化。”郝亚斌指出，随着大数据、
云计算、5G 和物联网的推动，电视加快
成为家庭物联网的控制和显示平台。

目前，通过互联网向用户提供各种
应用服务（OTT）业务渐成电视厂商盈
利的一个重要来源。有关报告显示，
2018 年电视开机广告价值约为 50 亿
元，2019年可运营的OTT电视达2.6亿
台，市场规模将升至70亿元至90亿元。

根据新的形势，TCL确立了成为全
球领先的智能科技公司的新愿景，致力
为用户提供智慧、健康的生活所需要的
产品和服务。TCL 电子控股有限公司
CEO王成表示，AI和IoT会成为未来影
响整个家电产品形态的最重要的技术。
今后，TCL 要在产品上不断创新，同时
为OTT运营奠定基础，基于智能终端业
务来构建互联互通、开放兼容、智慧健康
的生态系统。

种种迹象表明，我国彩电业正进入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阶段。郝
亚斌指出，虽然近一两年彩电业出现增
长瓶颈，但并不能说明彩电业是夕阳产
业，这个产业恰恰处在发展历程中的大
变革前夜。

低价竞争导致利薄 需求下降隐藏危机

彩电业能否走出低迷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周 雷

2018年，彩电业的日子并不好过，国内彩电市场零售额规模

同比下降8.6%。除了此起彼伏的价格战困扰着彩电行业发展，电

视使用需求下降也显露出行业长期隐忧。未来，彩电行业将何去

何从？

根据法律有关规定，国家开发银行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公司 （以下简称“华融内蒙古分公司”） 于

2018年12月24日签订的《资产转让合同》，国家开发银行的以下债

权 （详见下列公告清单） 已依法转让给华融内蒙古分公司，该债权

对应的借款合同及其变更协议、担保合同等所有相关合同项下的全

部权利也已依法转让给华融内蒙古分公司。国家开发银行特此公告

通知该债权有关的借款人、担保人及其他相关当事人该债权转让的

事实。

华融内蒙古分公司作为该债权的受让人，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

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立即向华融内蒙古分公司履行相应

合同约定义务 （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

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请相关承继主体、清算主体

代为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特此公告。

转让方：国家开发银行

转让方经办行：国家开发银行内蒙古自治区分行

地址：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赛罕区敕勒川大街16号

联系人：黄先生 联系电话：0471-3310260

受让方：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公司

地址：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54号

联系人：梅先生 联系电话：0471-5180584

序号

1

2

3

合计

借款人名称

内蒙古旭通实业有
限公司

内蒙古新大地建设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内蒙古蒙子骄物流
有限责任公司

截止2018年6月21日 （单位：人民币元）

本金

100,000,000.00

89,389,000.00

86,258,000.00

275,647,000.00

利息

3,171,210.16

4,525,607.71

4,417,494.19

12,114,312.06

担保人

1. 南陵江南国际置业
有限公司；2.刘振峰；
3.郑秀英；4.姜春燕

内蒙古维邦房地产开
发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无

-

抵押物

1.位于安徽省芜湖市南陵县籍山镇江南国际E1
幢 126 室等 285 套商业房地产，建筑面积共计
24,427.59㎡；2. 位于河南省周口市住宅房产，
建筑面积 125.77㎡；3. 位于海南省海口市住宅
房产，建筑面积129.41㎡；4.位于内蒙古自治区
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天山镇住宅房产，建筑面
积127.07㎡

无

无

-

国家开发银行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自治区分公司
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注：1.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转让基准日2018年6月21日的贷款本金、利息 （含罚息） 余额，由国家开发银行内蒙古分行垫付的应由

债务人、担保人承担的诉讼费等，及基准日后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的利息、违约金、相关费用等以有关法律文书、正式发票和法律法规

确定的金额为准。

2.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

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或法院的生效判决确定为准。如公告

中债务人、担保人、抵押物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相关合同、法院裁判文书以及抵押物他项权利证书等文件及材料为准。

2019年1月23日

井下来了“洋”专家

1月 20日，山东能源临矿集团新驿煤矿邀请来自德国

的专家，在该矿首个薄煤层智能工作面现场为职工讲解设

备操作。近年来，该矿积极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对重点工程

进行了改造升级，并对综采新技术进行了逐步推广。

张 行摄（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