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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怡康数据显示，截至2016
年6月底，空调库存已从4000万台
的高峰下降至 3000 万台级别。
2016年上半年，空调零售规模超过
2500万台，零售额达830亿元，分
别同比下降1.7%和1.9%，零售额
降幅有所收窄。

而彩电领域的情况相比更为
“尴尬”。据奥维数据显示，2016年
上半年，中国彩电市场零售量规模
为2351万台，同比增长6.9%，而零
售额规模 710 亿元，同比下降
4.0%。进入三季度销售淡季以来，
情况进一步加剧，彩电市场零售量
同比增长8.9%，但零售额同比下降
达5.9%，市场竞争日趋激烈，陷入
了量升价不升的魔圈。

实际上，近年来我国家电市场
增长明显不足，市场需求疲弱的局
面未得到根本改变，为此家电企业
要不断加快转型升级步伐，通过创
新驱动，朝高端化、智能化方向发
展，引导新一轮消费结构升级和产
品的更新迭代。“厂商可趁着这次
涨价，把服务、产品功能再提升一
个档次，抓住转型升级的机会，加
速向智能高端化转型。”余丰慧说。

从国家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到消费品工业质量品牌提升
行动、“三品”专项行动以及消费品
标准和质量提升规划，政府也在尝
试通过“有形的手”来引导家电行
业减少无效和低端供给，扩大有效
和中高端供给，进而实现产业升级

的目的。
2016年的最后几天，在中国家

电巨头美的推动下，一款售价高达
6999元、名为真空变压IH的“中国
造”电饭煲推向市场。这既是中国
企业站在全球舞台上，公开对电饭
煲市场最高端的日韩企业发起正
面竞争，也是提前引爆2017年全
球高端电饭煲市场新战役。如今，
6999元电饭煲推出上市，意味着中
国企业已经率先在小家电上为“中
国制造”注入高端基因。

“对于中国家电产业而言，一
直以来在全球高端市场竞争中最
为缺乏的并不是产品力、创新力和
市场营销力，而是中国制造体系中
的高端基因。”刘步尘说。

原材料上涨并非唯一推手，物流限超、铁腕环保等诸多因素共同推高家电价格

家电集体涨价搅动年关

□本报记者 傅豪 杨霄 文 白周峰 摄影

核心提示 | 所有的家电零
售商都在喊“年前大放价”，
但事实上，几乎所有的家电
消费品却在跨年涨价，还有
很多制造商对其低端产品
进行限产。家电制造业欲
借原材料上涨实现利润逆
袭，一扫前些年透支性竞争
的阴霾，而其真正底气却来
源于消费者对产品需求的
迭代。

家电价格战“变脸”涨价潮

一夜揭竿而起，几乎所有的家
电消费品如被打上“涨价”的鸡血。

1月4日，某家电卖场的海尔
促销员张某忙着向客户逐一电话
通知，“已接厂家对权系列产品的
涨价通知。请将此前订购的冰箱、
洗衣机，火速结清尾款并提走，否
则，不保证仍以此前价格提货。”

“客户对催提货会有反感。但
从去年年底至今，厂家已是第二次
下发部分产品的涨价通知了。”张
某称，海尔旗下的多数产品价格已
上涨20%左右，少则三五百元，而
高端系卡萨帝的冰箱、洗衣机，光
进货价就上涨近一两千元。

事实上，张某的责任感只针对
已下单顾客，并不会延续给所有的
消费者。正如郑州市民刘旭所发
现，虽然所有的实体家电卖场、电
商平台，都是一派“打折、送礼、返
券”的祥和，但恰恰相反，几乎所有
类型的家电消费品要么已完成涨
价，要么就在涨价进行时。

“几天前，突然听隔壁邻居说
净水器要涨价了，还不大相信，就
趁个周末去卖场，一看果然涨了近
千元。”刘旭正为此懊悔，元旦前，
他与促销员砍价未果，没有下单，
不料仅隔几日，就赶上这场家电价
格逆袭，同等价位的所有品牌净水
器全部上涨500元以上，已无品牌
选择余地。

与此对应，家电卖场、渠道商
最近2个月不停接到来自各路厂家
的涨价通知。如某卖场负责人称，

“元旦之后，几乎每天都在接到涨
价通知。近3个月，某些品牌的彩
电上调供价甚至不止一次”。

此言不虚。1月6日，记者由
某公司获悉一份针对家电商品价
格上涨的汇总报告。该报告称，元
月份领涨的家电品牌，厨卫类家电
分别是AO史密斯、海尔；电视机
类，40寸以下小尺寸，由去年12月
份起主流品牌已全部完成上调，已
没有千元以下电视。而50寸以上

电视也在等待上调指令，预计爆发
力将超过小尺寸彩电。冰洗类，
TCL、海尔、惠而浦已在元旦前后
率 先 领 涨 ，涨 幅 在 5% ～
10%……

“包括彩电在内，部分家电品
类近期价格上涨，是行业爆发式
的。渠道商所谓的大单采购、定制
包销实现对冲，其实效微乎其微。”
某彩电品牌河南区大型代理商坦
言，不仅是消费市场，渠道商对此
轮家电大规模涨价同样不满。厂
家在明显缩减低端机的供货量，并
通过型号更替、产品改款，以求加
速催化市场接受涨价事实。但反
之，很多县级经销商下单，单批次
从20台降至3～5台，这就是一种
清晰表现。“厂家对产品供价涨了
20%，下游经销商或卖场却要求我
缩减上涨空间。还好所有的厂家
都在跟涨，否则这种‘夹板气’真让
人煎熬。”

多重原因拉涨家电价格

一直以来，各个家电品牌都在
价格战上短兵相接，然而近来却一
反常态，集体喊涨，原因为何？

国内资深家电业专家刘步尘
认为，家电企业酝酿集体涨价是多
重因素作用的结果，“首先，原材料
涨价。今年以来大宗商品大幅提
价，导致今年家电行业生产成本增
长明显，上游供应链原材料的涨价
向下游传导，是推动本轮涨价的原
动力；其次，交通运输部出台限超
令，使得家电的物流成本大幅提
升。再次，中央环保督察巡回检查
落地，查处了一批涉嫌环保不达标
的家电配件企业，包括铸造、包装

纸盒厂、电镀厂等，使得上游配件
供应紧张，导致价格上涨。”

据了解，此轮率先涨价的是彩
电，面板成本占电视成本70%，而
面板行业从2015年至2016年上半
年亏损严重，之后面板企业达成同
盟，2016年下半年开始涨势汹汹。

“彩电企业借着这轮原料上涨的风
潮，一解过去“辛苦一年卖了几百
亿却不挣钱”的夹板气，一次涨就
涨到位。”一家彩电企业负责人说。

一家空调企业负责人也表示，
空调涨价的原因是空调原材料全
线涨价，纸箱、铜、锌等大宗材料都
在涨价。“纸箱行业是重污染行业，

很多纸箱厂都被关闭，空调用纸箱
目前是有钱都买不到，你说空调能
不涨价吗？”该负责人说。

知名财经评论人余丰慧表示，
各地对产业链上下游一网抓的环
保督查，严厉查处环境违法企业，
目的是将环保纳入企业应有的生
产成本，家电产业上下游的很多企
业都因此而停产或减产，政府希望
用“环保之手”加速产业转型升级，
助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此外，人工成本、物流费用不
断增加也让家电企业无法承受，价
格上涨最后不得不对整机产品提
价。

供给侧改革助推产品迭代
河南服装业的新消费

时代已经来临，如何加快
产业互联网转型升级，借
势新金融及资本助推企业
持续发展，已成为众多服
装企业家们在 2017年干
的头等大事。

其中，郑州市服装协
会会长、郑州领秀服饰有
限公司总经理陈勇斌表
示，郑州领秀服饰将以“智
能制造”板块为平台实现
女裤成品的个性化生产，
以“资产管理”板块为平台
实现企业名下土地的深度
开发，开始以 IPO为方向
规范内部运营，争取实现3
年内在中小板上市的战略

规划。
此外，领秀、渡森等知

名品牌，也将增加品牌输
出，不再只做加工制造，重
点将放在品牌和设计上，
形同现在的苹果手机生产
模式。

“我们准备在郑州，把
中原区打造成为一个设计
之城、服装品牌之城。”陈
维忠表示，在新常态下，服
装业正处于以信息技术为
主导的第三次工业革命、
消费革命以及环保革命的
阶段，面对未来，凭借互联
网思维、工匠精神、环保精
神来构建产业格局、实现
服装业的智慧转型。

产业互联网思维＋金融资本

双轮驱动
河南服装新格局
□本报记者 丁倩

核心提示 1月10日下午，郑州服装产业创新升
级高峰论坛在郑召开，多位业内大咖齐聚郑州，在
“新金融 新零售 新产业”为主题的思想碰撞中，金
融“牵手”产业互联网的思维，或将重构河南服装产
业新格局。

互联网思维有望“撬开”服装业订单新模式

河南省有着深厚的服
装制造根底，但是这几年
不少服装企业遭遇高库存
问题，表明服装业面临着
较为严重的效率低下现
状，一方面是高成本，另一
方面是不能快速满足消费
者丰富而个性化的需求。
而通过形成互联网思维，
打造全新订单模式或将能
解决这一问题。

“互联网对我们是一
个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的
转变。”河南工业和信息化
委员会副主任陈维忠会上
指出，新零售、新产业所提
倡的“新”，核心就是互联
网，而互联网思维帮助服
装业形成一个新的生产模
式、制造模式及销售模式，
带来最大的变化就是有大

量生产和大量消费向个性
化生产、个性化消费转变。

北大红杉资本管理集
团董事长兼总裁何红旗也
表示，未来服装业所有的
社群模式、社群营销，将通
过试穿体验，利用粉丝经
济加社交媒体的平台产生
订单，形成口碑效应，“一
旦好口碑形成，裤子卖得
越多，企业的利润就会越
多”。

不难看出，现在以门
店为基础的网上商城越来
越多，通过线下线上实现
资源共享、数据互通，最终
实现线下门店网络化的精
益零售，或许这将是郑州
服装产业订单模式发展的
方向。

金融资本“暖风”来袭 助推服装产业转型

现在，“互联网+金融”
已经成为多数新经济大舞
台的入场券，“互联网+金
融”的火焰已然燃烧至实
体产业，不论是机遇还是
挑战，“互联网+金融+实
业”都将是大势所趋，而郑
州服装行业若能凭借这股

“暖风”，也将会迎来发展
新格局。

在此次论坛上，瑞华
会计师事务所河南分所所
长邵新军指出，新的资本
时代已然开启，服装产业
作为最重要的社会消费
品，与社会息息相关，因

此，郑州服装行业的创新
驱动转型，离不开资本助
推。

为此，河南相关政府
单位已采取行动，河南工
信委将联合中原区及郑州
服装协会，在未来设计一
个50亿元的产业基金，专
门用于省内服装企业的综
合采购。陈维忠表示，这
个过程中，企业不需要出
钱，只需出信用就行。等
于说这 50亿基金建立了
一个基金池，可极大降低
服装产业的采购成本。

以未来看现在 河南服装业智慧转型在路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