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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电业寒意袭来，高端市场会不会
打喷嚏？

不妨先看看主流电商平台的表现。
在刚过去不久的京东“11.11全球好物节”
中，高端家电销售火爆。11月11日当天，
70英寸及以上电视成交额同比增长超过
300%，洗烘一体洗衣机和烘干机成交额
同比增长7倍，4000元以上中高端冰箱洗
衣机成交额同比增长了5倍，800元以上
电动牙刷、千元以上剃须刀、3000元以上
美容仪成交额同比增长均在120%以上。

“消费者对品质化、个性化、智能化
及设计的更深层次需求，让高端家电成
为中国家电市场突破瓶颈、进一步发展
的重要抓手和新蓝海。”京东家电副总裁
谢帆如是说。

高端市场风光独好

受多重因素影响，2019年家电行业
大盘下滑、多品类集体失速，为近年来少
见。据中怡康数据显示，今年前 3 季度
家电市场全品类零售额为6527亿元，同
比下跌 6.82%。分品类来看，冰箱、空
调、彩电、厨电集体失速。

相形之下，高端家电市场风光独
好。以白电为例，2019 年 1 月份至 9 月
份，线下市场冰箱和洗衣机品类高端产
品（冰箱8000元以上，洗衣机5000元以
上）零售额同比增速分别达到 6.1%和
19.1%。从高端占比看，冰箱品类线下市
场高端产品零售额占比为 28.5%，同比
提高了2.2个百分点，洗衣机品类线下市
场高端产品零售额占比达 33.4%，同比
提高了5.5个百分点。

在彩电品类中，高端产品同样有亮

眼表现。2019年第三季度，65英寸及以
上彩电在线上和线下市场的零售量占比
均大幅提升，分别同比增长 56.4%和
28.0%。并且，彩电市场零售量以 50 英
寸为分水岭呈现出截然相反的态势，三
季度50英寸、58英寸、65英寸、75英寸、
75英寸以上彩电全渠道零售量均取得增
长，而50英寸以下彩电则全面下滑。另
外，8K超高清电视也成为目前高端用户
比较青睐的产品。

国产品牌强势崛起

高端家电市场现已成为国内外厂商
的必争之地。在空前激烈的角逐中，有
哪些品牌表现更为出彩呢？

12月13日，由中国家用电器协会指

导、红顶奖组委会主办的“第11届中国高
端家电趋势发布暨红顶奖颁奖盛典”在北
京举行。红顶奖组委会最新发布的《2019
中国高端家电产品消费者调查报告》显
示，消费者实际购买的高端电视机（8000
元以上）中排名前五的品牌为三星、索尼、
海信、创维、TCL；实际购买的高端冰箱

（8000元以上）前五品牌为海尔、卡萨帝、
西门子、美的、松下；实际购买的高端洗碗
机（4000 元以上）前五品牌为西门子家
电、方太、老板、美的、华帝。

可以看到，在消费者实际购买的高
端产品占比最高的前五名品牌中，国产
品牌数量都已超过外资品牌。与此同
时，国产品牌在红顶奖评选中竞争力逐
年提升，多数品类实现了由追赶到并跑，
一些品类实现了领跑。

红顶奖组委会负责人吕盛华表示，
前6届国产品牌仅海尔曾获得过最终大
奖，而在近5届红顶奖中，卡萨帝与比佛
利异军突起，使得国产品牌连续 5 年在
洗衣机品类上均有所斩获。在电视品类
方面，2018 年 XESS 突破外资品牌长达
9年“垄断”，成为首个获得红顶奖的国产
电视品牌。而在今年首次被纳入红顶奖
评选范围的激光电视品类中，获奖的同
样是国产品牌。相较电视和洗衣机，国

产品牌在冰箱、热水器、空调品类上更为
强势。

上述情况表明，国产品牌在高端家
电市场的表现得到了各方认可，可谓“叫
好又叫座”。而这显然与近年来涌现的
国潮风十分契合。

中国家用电器协会理事长姜风表示：
“这是一个消费者掌握主动权的时代，消
费习惯的转变，正在重新定义市场。”对于
国产品牌而言，“国潮”的出现不仅是其发
力高端市场的一大优势，同时也表明国产
品牌越来越经受住了消费者考验。

美的洗衣机相关负责人认为，无论
是快消品还是耐用品，目前国内消费者
普遍有着较为浓厚的国潮情结，这与国
产品牌质量和服务全面提升，设计及研
发日益走在世界前沿密不可分。

海信电视相关负责人则表示，在当
前存量竞争市场形态下，两极分化成为
必然趋势。在中国彩电市场上，依靠低
价竞争没有出路，走高端路线是企业生
存发展的必由之路。

满足美好生活需要

在业界专家看来，近年来高端家电
市场格局已逐渐由“外资品牌演独角戏”
转变为“内外资品牌同台唱戏”。这对于
推动高端产品多元化大有裨益，也有利
于满足更多消费者个性化需求。

面对国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我国
家电企业积极创新供给，在高端产品领
域发力黑科技、高颜值、健康、环保节能
等方面，不断取得新进展、新成效。

智能化是高端家电产品最为突出的
特点。比如可通过感测光的强度来感知
食物量，进而调节压缩机转速的冰箱；实
现精准投放洗涤、衣干即停的洗衣机；具
备AI语音控制功能，轻声呼唤便可开启
舱门的洗碗机等。

健康家电也大行其道。除了集中体
现在洗衣机、干衣机及洗碗机产品的除
菌、抑菌、洗护、烘干、消毒功能之外，防
蓝光、抗疲劳的激光电视以及具备各项
功能的电饭煲等新品的涌现，为消费者
带来了更多选择。

市场冰火两重天，破局之路何在？

国产家电品牌发力高端市场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周 雷

2019年，家电业大盘下滑、多品类集体失速，为近年来少见。

寒流袭来，高端市场却有亮眼表现。更为可喜的是，国产品牌在高

端家电市场的表现可谓“叫好又叫座”。消费习惯的改变，正在促使

国内家电业重新洗牌——

即将到来的2020年，被视为
“体育大年”：从欧洲杯到奥运会，
还有乒乓球、斯诺克、排球等诸多
单项世界级赛事都聚集在这一
年。对体育迷而言，2020年意味
着一大波精彩赛事；而对于品牌
广告主，2020年则代表着布局体
育营销良好契机的来临。

体育营销顾名思义，是以体
育作为载体和渠道开展的营销活
动。近年来，随着体育产业高速
发展以及品牌在体育营销上投入
和重视程度不断上升，体育营销
范畴不断泛化，进入“泛体育营
销”阶段。

日前，秒针营销科学院联合
中国广告协会体育产业分会共同
发布《2020 泛体育营销白皮书》
认为，现阶段“泛体育营销”范畴，
除以传统专业体育赛事项目、专
业体育媒体平台、专业体育组织
或运动员为核心资源的营销活动
外，还包括泛化体育项目，例如电
子竞技赛事等；泛化营销触点，如
体育娱乐节目、体育娱乐内容、体
育社交平台、体育电商平台；泛化
体育名人，如非专业运动员的素
人体育明星、体育类KOL等为核
心资源的营销。

随着体育营销范畴不断泛
化，体育营销对中国品牌的吸引
力日渐增强，中国品牌参与和开
展体育营销的方式越来越多样
化，并且从主流的运动、汽车品牌为主，延展到金融、家居、饮
料、能源等多个行业；从主流的大型综合性国际赛事合作，延
展到不同细分领域和项目合作。部分中国品牌通过持续的
体育营销战略建立起独有的文化符号。体育营销已成为中
国品牌提升形象，拓展市场，甚至国际化出海的战略选择。

“2020体育大年，泛体育营销将呈现出资源更多、玩家
更多和挑战更大3大特点。多方玩家进入将进一步推高泛
体育营销成本，品牌在确定营销策略时应更为谨慎。”中国
广告协会体育产业分会秘书长尹铁钢说。

白皮书认为，品牌要实现成功的泛体育营销，前期选
择、中期运营、后期评估全域策略缺一不可。首先，前期选
择，投资对象的品质和契合度，是泛体育营销基础保障，体
育营销成功不依赖于花钱多，顶级资源和以小博大同样有
价值；其次，中期运营，通过全渠道运营，充分激活资源；最
后，后期评估，通过科学效果评估，确保体育营销通过持续
测量实现未来可优化。整体策略中，持续测量和实时反馈
优化是实现成功泛体育营销的核心。

﹃
泛
体
育
营
销
﹄
为
何
成
热
门

本
报
记
者

钱
箐
旎

云闪付APP7.0版本全新发布之际，银联12·12全民回报节

掀起年末消费热潮。12月12日至12月15日，在产业各方和消费

者的积极参与下，凭借百万爆品促销、全场半价等形式，云闪付

APP在线下40多万品牌商户揭开年末“全民回报”消费大幕，传

递中国银联“支付为民”的温度。

火爆的“全民回报节”是中国银联推进移动支付便民工程的

一个缩影。近年来，中国银联持续深耕移动支付生态，在加速向

科技型、数据型公司转型过程中，与产业各方精心协作，共同推

动支付产业健康有序发展。

■推动支付创新 云闪付APP7.0版本服务超2.2亿用户

作为银行业统一APP，云闪付APP推出两年来不断优化核心

功能，完善支付服务。近日，云闪付APP7.0版本正式发布，信息

架构全面升级，用户体验不断优化，目前用户数已突破2.2亿。得

益于银行业共同开发建设、共同维护运营，云闪付APP汇聚产业

合力，具有强大的银行卡跨行账户管理功能，支持在线申请包括

工行、农行、中行、建行、交行、中信、招商、浦发、民生、华

夏、平安等20多家银行的200余种信用卡，150多家银行信用卡

账单查询与还款，570多家银行借记卡余额查询。

在刚结束的银联“12·12”全民回报节上，全新改版的云闪

付APP通过线上线下便捷的支付服务，以“一口价”、满减、单品

优惠、数字礼券等形式将优惠回馈大众。除了银联12·12全民回

报节，云闪付APP的身影还出现在银联62节、银联超市节、银联

菜场节等活动，为更多消费者带去银联移动支付的安全、便捷和

实惠，也为消费升级贡献力量。

■践行支付为民 扎实推进移动支付便民工程

谋民生之利，解民生之忧。截至目前，银联网络已延伸至全

球177个国家和地区，构建起广泛覆盖的银行卡服务普惠网络。进

入移动支付时代，中国银联以移动支付便民工程开展为契机，持

续升级普惠便民服务。如今，中国银联已构建起多层次、多元化

的移动支付产品体系，不断推动便民普惠网络向二级地市、县

域、农村下沉，让更多老百姓享受安全便捷、成本更低的支付服

务。

目前，银联移动支付产品已在全国逾14000家菜场和生鲜门

店、逾55万家餐饮商户、近20万家便利店超市、逾30万台自助

终端、逾1600所校园、逾1700家医院、逾3000个企事业单位食

堂等实现受理。以公交地铁场景为例，全国30个城市地铁、1400

余个城市和县域公交支持云闪付APP、银联手机闪付、银联二维

码等银联支付产品，全国240多个城市超过10000家停车场开通

银联无感支付，全国多省高速支持车主在云闪付APP内实现ETC

线上申领。

此外，中国银联还联合商业银行发行乡村振兴卡、小微企业

卡，在云闪付APP内开设扶贫专区践行普惠金融。2018年底，中

国银联联合商业银行发行乡村振兴卡，并于2019年9月份推出子

系列的“农民丰收卡”。“农民丰收卡”与云闪付APP紧密联动，

全方位满足持卡人消费、存取现、转账、闪付、二维码支付等需

求，有效提升农村基础金融服务的效率和水平。

■布局金融科技 加快向科技型公司、数据型公司转型

科技进步为支付产业的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创新动力，中国

银联顺应科技发展新趋势，以技术创新推动支付产业高质量发

展。数据显示，中国银联已累计获得国内专利授权近500项，居

全国金融系统前列。

在“大智云移”的科技发展浪潮中，中国银联不断创新支付

生态、拓宽支付场景，向科技公司、数据公司转型，推动各项新

技术与支付应用、交易处理、风险防控等服务深度结合，满足产

业各方和用户的各类创新需要。

2019 年 10 月 20 日，中国银联联合商业银行推出“刷脸付”

产品，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先进技术，通过刷脸实现交易路

由。同时，延续用支付口令交易验证方式，不改变客户使用、商

户受理的交易习惯。此外，银联云规模化容量支撑能力与资源交

付效率进一步强化，大数据平台实时数据分析能力、人工智能基

础环境建设、智能化服务能力不断升级。

■联动产业各方 推动支付产业健康有序发展

肩负服务实体经济、促进金融发展的使命，17年来，中国银

联顺应技术变迁潮流，推出一代代支付工具，从线下到线上，从

国内到国际，与产业各方一道，推动支付产业健康有序发展，服

务全球持卡人。

2019年，中国银联与国家相关部门、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

府、中国银行、中信银行、中国光大集团、安徽省农村信用社联

合社、中国人保等产业各方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充分整合行业内

外优势资源，形成产业合力，共同促进支付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同时，中国银联持续与互联网公司、移动运营商、智能终端制造

商等企业开展合作，积极探索多元化支付创新模式，如2019年6

月和 9 月，银联联合 OPPO、vivo 先后推出了银联手机闪付

OPPO Pay、vivo Pay。至此，华为、小米、OPPO、vivo、苹

果、三星、魅族等市场主流手机品牌已全部支持银联手机闪付，

为广大消费者提供便捷、优惠的支付服务。

2019年8月28日，银联云闪付合作伙伴大会在上海召开。基

于云闪付合作伙伴开放平台，近千家服务商围绕云闪付产品服务

完善和场景建设共同发力，应用轻量化收款方案、云码枪、云喇

叭等增值服务工具，为包括小微商户在内的广大用户提供更加个

性化、多元化的增值服务。同时，通过风险商户黑名单、服务商

评级、商户交易追溯查询等信息共享服务，保障用户交易安全，

规范市场创新发展。

未来，中国银联将持续发挥自身平台的包容性、延展性，与

产业参与各方共享成果，构建可持续的支付生态，与产业各方一

道持续推动移动支付便民工程建设，通过提供更高水平、更高层

次的支付服务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数据来源：中国银联）

深耕便民支付场景
银联12·12全民回报节圆满收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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