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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电厂商的网络革命再现端倪! 日前"各

大家电企业先后宣布整个公司全面网络化"但

网络化并不仅限于渠道领域"而是未来公司发

展的核心基础!分析认为"受迫于成本竞争力不

足"家电制造企业纷纷转型!随着电商渠道地位

的崛起"电商模式下新的零供矛盾风起云涌!

互联网改革进入深水区

日前格兰仕与天猫电器城达成合作协议"

格兰仕空调冰洗官方旗舰店将在天猫电器城

上线"并向市场推出定制家电新品! 格兰仕冰

洗中国市场营销总监沈国辉一再强调"与其他

企业相比"格兰仕并不只是在网上开店"还有

产品#制造#通路#平台和服务的全面整合"形

成具有鲜明特点的基于全产业链配套优势的

产业电商模式! 除了格兰仕"一向略显低调的

空调企业志高也宣布"将依托互联网成为一家

专门的服务公司!

志高方面承认"做出这一决定是受到了乐

视#爱奇艺等彩电业扩界者的影响! 和传统彩

电企业依靠硬件盈利不同"前者是凭借海量的

内容#应用平台来增强用户黏性"而作为终端

的彩电"并不是其盈利点"未来彩电或将以赠

送捆绑服务的方式出现! 这些企业的真正意

图"在于抢占互联网终端入口和发挥自身的服

务优势! 志高空调董事长郑祖义指出"做出这

种改变是因为之前公司开发了互联网云空调"

发现客户服务能为志高提供$利润长尾%"未来

整机制造占公司总体利润的比重日渐缩小!互

联网在家电行业不断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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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是大势

所趋!长虹集团新闻发言人刘海中对此寄予厚

望"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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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成为重要的销售模式%!

成本压力之下被迫转型

传统厂商拥抱电子商务已成为趋势"最初

做出这样的决定是受迫于竞争压力!在卖场高

昂的运营成本之下" 为了保持价格竞争优势"

企业只好转战网销平台! 据了解"格兰仕在网

络平台上最畅销的空调挂机和滚筒洗衣机都

是超高性价比产品" 家电分析师梁振鹏认为"

这样的价格也只有在网络商城上才可以做到"

因为和网络商城相比"传统卖场的$苛捐杂税%

数量相当多!

一位彩电企业的高管给记者列了一份卖

场返点清单&卖场月返一般
#$%

"卖场管理费

&%

"专柜制作费
"%'&%

"促销员佣金
"%

"促销

费及进场费平均
(%')%

"加上其他赠品费用#

追加返利等"总费用率至少在
")%'&*+

! 而在

网络商城仅仅只有进场费# 销售返点和保证

金!

左右互搏推变革深化

近年来"网络渠道方兴未艾"美的#海尔等

企业逐步加大了在电商渠道的投入力度! 对

此"

,-.

多媒体内部人士表示"逐步加大网销

比例是因为传统渠道的盈利能力越来越弱!以

彩电行业为例"由于彩电厂家竞争激烈"几大

彩电巨头的份额差不多"导致主动权掌控在连

锁卖场手中! 除去卖场的各项费用"实体渠道

销售利润贡献小"若不进行改变"实体店就仅

仅成为体验店!

此外" 企业陷入左右手互搏的状态 "也

迫使企业下大力度进行改革 ! 自
"**/

年家

电企业进入电商领域 " 线上线下价格不同

步 "线上以较低的价格受到了追捧 "而实体

店却逐渐沦为网店的体验场所! 因为大多数

消费者会在店内使用移动终端进行网上比

价 "线上业务严重冲击了线下业务 "两者无

法协同发展!

纯网销品牌对实体店的销售冲击也不小!

据了解" 纯网销品牌就是那些在卖场不做铺

货"只在网络渠道上投放的产品"直接入电商

仓库的品牌!

新合作模式下的老矛盾

目前"网销渠道的主力是京东#天猫等大

型网络渠道商! 随着电商平台的日益壮大"制

造商是否会面临新一轮的盘剥'

电商与制造商之间的矛盾暗潮涌动!去年

的电商大战中"多家制造企业表示"电商用低

价产品吸引消费者出手"却因大量缺货遭遇消

费者投诉"损害了家电品牌的口碑和形象! 此

外"电商擅自定出离谱的价格"也破坏了企业

正常的销售系统!

最近曝出不少零供矛盾"矛头也直指电

商企业 ! 有企业负责人透露 " 两家电商掐

架 "要求供货商做出二选一的决定 "企业正

常的供货节奏被打乱! 有报道称"

,-.

董事

长李东生透露 " 一家大型的电子商务销售

商近期在与公司谈判时 " 要求实行欠款模

式 "而此前线上销售是不会欠款的 "不过供

应商并不敢公开和电商企业叫板 ! 李东生

之后对媒体的表态也显谨慎 " 称不管哪种

模式的销售 "一定要符合公司的风险控制 !

梁振鹏指出 "未来电商将成为主流渠道 "随

着地位的变化 " 对供应商的话语权也将改

变 " 连锁卖场的矛盾可能会在电商领域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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秒杀三月 全城抢海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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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刚过"作为中国家电龙头品牌的海

信率先行动起来"海信#科龙和容声三大品

牌联合出击"整合了海信旗下的电视#冰箱#

空调#洗衣机"发起今年第一场智能家电普

及风暴!

"

月
"1

日
'&

月
"

日"以$秒杀三月"

全城抢海信%为主题的大型促销活动在全国

范围内同步启动"海信以全新的高端智能产

品为主导"以丰富多彩的活动形式和实惠的

价格"全力推动智能家电#节能家电的快速

普及!

据了解"此次活动整合了海信最优势的

产品资源"活动方式多样"促销力度空前! 海

信电视主打智能和
(2

电视" 推出了
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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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 列
34566

电 视 以 及
7,/#8

#

7,1/8

#

7,918

#

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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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等
#)

个系

列产品"覆盖了
&"

英寸至
1)

英寸全尺寸段!

其中"海信
34566

电视充分体现了$智能就

是简单%的产品理念! 通过遥控器上的
(

个

按键"可以一键进入电视直播#应用程序#在

线视频点播和多媒体播放四大智能功能!

34566

电视采用全新的瀑布式换台设

计"让电视换台速度提高
#8

倍"并配合先进

的无遮挡换台设计"让用户换台时也能正常

观看到电视节目!

34566

电视拥有专为大屏

电视设计的各种应用以及游戏等资源"并为

用户提供不断更新的海量正版影音点播资

源"各种热门的影视剧可以随时点播观看!

海信此次全品类家电大型促销活动力

度空前"活动形式丰富多样!

"

月
"1

日
'&

月

"

日" 市区各大商场海信(科龙(容声专柜及

专卖店等侯您的光临!

"8#(

年伊始"海信全品类家电打响了集

中发力的第一枪"新品多"优惠幅度大"惊喜

不断! 今年
&

月的家电市场将属于海信"

&

月"全国将刮起$海信旋风%!

!李瑞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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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去年变频空调新能效比提高的影响"今

年空调的旺季市场将呈现出$更新换代%的高

峰! 而来自空调行业内部的各路消息还显示"

除了传统的节能#健康等趋势之外"空调的智

能化趋势更为明显"联网空调不断推陈出新!

市场趋势#更新换代进入高峰

根据主要连锁卖场苏宁联手空调供应商

发布的)

"8#(

年空调白皮书*"空调整体市场

将呈现
)%

左右的小幅增长" 推动力主要是空

调产品的更新换代!

专家认为"

"8#(

年空调市场将迎来更新

换代高峰"主要原因是很多$超龄%空调面临淘

汰!$从过去的销售情况看"

"88(

年
'"88$

年是

中国城市空调的普及年" 空调销售约
)888

万

台"根据
1

年
'#8

年的使用周期"这批空调已

经进入高龄阶段或者已经在超期服役! 因此"

"8#(

年是我国空调换新高峰年" 预计全年市

场待换新空调量将突破
#"88

万台! %

行业信息还显示"空调产品内部结构的调

整也将带动更新换代! 去年开始"国家变频空

调实施新的新能效标准+

6:;

标准,"将带动空

调产品结构进一步高端化#节能化-此外"差异

化功能和时尚外观的产品变革"将使得$圆柱

形空调%#方形空调等特殊产品步入主流行业!

产品趋势#节能$健康$时尚$智能

旺季市场的空调主打品类"仍然会继续朝

着节能#健康#时尚#智能化方向发展! 中国家

电研究院副院长马德军预测"

"8#(

年" 健康

化#智能化#艺术化空调将有望成为市场消费

的主流!

中国家电协会副理事长王雷女士则认为"

随着变频空调
6:;

能效标准的正式实施以及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环境的变化#消费者需求

的升级换代"中国的空调行业已经步入升级换

代的$

6

时代%&符合新能效标准+

6:;

,#能够

净化空气+

6<=>?@ABC=

,#智能化控制+

AD6=E

,#

艺术化形态+

6=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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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调查显示" 在传统的健康节能方面"

目前市场上
((F"+

的消费者对具有除菌#净化

功能的空调产品尚不太了解-有近
#G&

的消费

者期待空调产品具有净化#除菌功能"希望空

调成为$家庭空气管家%"是否具有去除
:H"F)

的功能成为市场的关注点!

另一方面"空调的智能化趋势加剧! 海

信刚刚发布了新一代的$苹果派
61

%系列空

调 " 用户不仅可以通过智能手机 #

:65

#

:-

等设备远程控制" 还能通过微博私信对话"

随时随地对家中的温度 #湿度 #空气净化进

行调节!

价格趋势#价格面临上涨
#8+

的压力

由于产品高端化#节能化#变频化调整"消

费结构升级将带动空调均价的上涨! 而
"8#(

年人力用工成本及空调材料#铜价等成本费用

增加"空调行业将面临产品均价上涨
#8+

的压

力! 目前"厂家通过渠道整合#产品结构调整#

促销资源优化等多方面的举措"联合上下游产

业资源"力争保持空调价格平稳!

缺乏国家政策性的$节能补贴%刺激"针对

更新换代频繁的特点"厂商将联手推出自主形

式的$以旧换新%!

!羊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