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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行渐远的暴风TV

Market�focus
关注

替代液晶 OLED电视在中国率先突破
工信部大力推动显示产业升级、

5G助力超高清显示、面板价格或将回

暖……最近，显示行业的利好有点多，

尤其中国OLED产业机遇正不断凸显。

在刚刚结束的中国“首届世界显示产业

大会”上，LGDisplay产业及OLED战

略部社长黄龙起（如图）表示，未来显示

技术的核心是OLED，中国是OLED大

势所趋的核心地区。

“两年以前，中国OLED公司的市

场份额还很有限，但现在让全球竞争对

手为之惊讶。”默克中国总裁、高性能

材料业务中国区董事总经理安高博

（AllanGabor）在“默克示界2019加速

显示进化”研讨会上也表示，中国已经

成为显示行业的重要从业者和推动者。

有关分析认为，多年来，LCD技术

一直独霸电视产业，但随着时间的推

移，LCD的技术创新日渐触顶，已无法

支撑产品的溢价。

但作为新一代显示技术的OLED，

却在逐步受到消费者的青睐和认可。与

LCD的被动发光不同，OLED具有自发

光特性，不需要背光源，它的每个像素

可自行控制亮度，可让电视画质更加真

实、饱满。OLED除自发光之外，它还有

广视角、无限对比度、极高反应速度等

优势。

“显示技术的未来，应该交给

OLED。”黄龙起表示，为了能更好地适

应未来市场的需求，LGDisplay一直在

开发更大尺寸的OLED面板以及更先

进的显示技术。

据了解，OLED技术具有明显优

势，可以广泛应用于电视、手机、车载、

商用等显示领域，为消费者带来“万物

皆显示”的体验，市场前景广阔。

据奥维云网（AVC）监测数据显示，

2019年上半年全球OLED电视出货量

120万台，同比增长了21%。中国高端电

视市场中，OLED电视占比逐年提升，

中国将成为全球最大的OLED电视市

场，2020年后市占比将达到22%。

而这一趋势也在“双11”的销售中

得到体现。据苏宁数据显示，“双11”期

间苏宁易购彩电双线销量同比增长

46%，其中OLED电视的销量增长同比

超过450%。而把时间点再往前推一些，

苏宁还发布过另一份销量报告，2019年

上半年苏宁渠道上OLED电视销量同

比增长74%，远高于彩电市场的平均增

速。而京东11.11全球好物节“开门红”

日开始一小时，OLED电视的成交额同

比增长300%。一直被京东视为主场的

“6·18”期间，OLED电视开售仅10个小

时，就超过了去年同期全天的成交额。

自海信在今年3月加入OLED技术

阵营后，OLED的阵营也越来越壮大，目

前已扩张到长虹、创维、飞利浦、海信、

康佳、LG电子、索尼等15个品牌。可以

说，这股势力还在不断扩张，随着OLED

阵营的扩大，电视产业对新技术和新市

场的渴望也越发明显，OLED或加速对

液晶电视的替代。

据了解，LGDisplay是目前全球唯

一一家生产大尺寸OLED面板的厂商。

今年8月底，中国首家大尺寸OLED面

板生产基地LGDisplay广州8.5代

OLED生产线已投入量产。这条“采用最

尖端技术的全新生产线”将提高OLED

面板的产能数量。届时，将会缓解OLED

面板供应不足问题，从而利于增加中国

OLED电视的市场份额。

北京商报记者 金朝力/文并摄

减税降费再提速 多家企业收到留抵退税款
3月，财政部、税务总局、海关总署联

合出台了《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

的公告》；4月，《关于办理增值税期末留

抵税额退税有关事项的公告》开始实施，

一系列增值税期末留抵退税政策给企业

发展提供了动力支持。

“国家适时推出的一系列减税降费政

策给我们企业解了燃眉之急，不仅有利于

减轻企业的税费负担，缓解企业资金压

力，而且还激发我们企业的创新活力和创

造能力。通过此次增值税期末留抵退税，

我们企业获得了上千万元的资金，有利于

未来加大对外投资、更新设备、扩大研发

创新范围、加快技术改革，更能深层激发

市场主体活力，带动整个行业经济全面升

级，增加企业效益。”中铁十六局集团有限

公司财务负责人说道。

据了解，此次申请退还增量留抵税

额的企业需要符合5项基本条件，即自

2019年4月税款所属期起，连续6个月（按

季纳税的，连续两个季度）增量留抵税额

均大于零，且第六个月增量留抵税额不

低于50万元；纳税信用等级为A级或者B

级；申请退税前36个月未发生骗取留抵

退税、出口退税或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

情形的；申请退税前36个月未因偷税被

税务机关处罚两次及以上；自2019年4月

1日起未享受即征即退、先征后返（退）政

策。为了推动新政落地，朝阳区税务局在

此次退税中对标对点，筛选出符合增值

税期末留抵退税条件的企业开展一对一

全程跟踪辅导，点对点解决企业在享受

政策过程中的问题和难点，并且积极实

行退税政策回访制度，确保企业及时享

受到政策红利。中铁十六局集团有限公

司的财务负责人表示：“这笔退税款很快

就到账了，感谢国家出台这么好的政策，

感谢税务部门的贴心服务。”

没有CEO冯鑫的暴风就像失去了牵引的风筝，摇摇晃晃不知飘向哪里，而最近发生的一系列危机俨

然成了压死暴风的最后一根稻草。日前，深交所向暴风集团下发关注函，直陈暴风集团四项重大不利变

化，暴风也承认公司主要业务已经“停摆”，令人唏嘘的是，暴风曾经连续拉出29个涨停板。作为暴风集团

曾经的核心业务之一，暴风TV不光失去了资本背景，还失去了在市场上竞争的本钱，未来恐怕不会再有

荣光归来的机会。

业务已停摆

近日，暴风集团公告称，因拖欠合作方

机房服务器托管费用，合作方已终止提供

服务，导致公司网站和手机客户端不能正

常提供服务。公司正在积极与其他合作方

洽谈。近期公司的主要业务陷入停顿状态，

经营发展受到严重制约，面临无业务收入

来源的风险。

另外，暴风集团存在经审计后2019年

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负的

风险；公司目前资金状况紧张，难以维持

正常运转，存在持续经营困难的风险。之

后，深交所下发关注函称，暴风集团近期

经营情况已发生重大不利变化，对此表示

高度关注。

北京商报记者了解到，暴风集团曾经

位于北京海淀区的办公地址———首享科技

大厦目前已经没有员工在办公，而在今年7

月，也就是冯鑫刚刚被逮捕后，暴风集团的

员工仍然在大厦的13层正常办公。

除了办公地址找不到外，暴风影音官

方网站以及App也均出现问题。

天眼查显示，暴风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于2007年1月在北京注册成立。目前，其注

册资本显示为3.24亿元。2015年3月，暴风

集团登陆科创板，随后创造了40天内36个

涨停板的纪录，被股民戏称为科创板的

“股王”、“妖股”等。其中，暴风集团股价于

2015年5月一度达到123.85元，市值突破

408亿元。

但自今年7月冯鑫被逮捕后，暴风集团

就陷入重重危机。暴风集团披露的2019年

三季度报告显示，该公司2019年1-9月亏

损6.5亿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资产

为-6.33亿元。

10月，暴风集团公告称，副总经理张鹏

宇、首席财务官张丽娜和证券事务代表于

兆辉辞职，除已被批准逮捕的冯鑫外，公司

的高级管理人员已全部辞职，协助信息披

露事务的证券事务代表也已辞职。截至目

前，该公司仍未聘任相关高级管理人员和

证券事务代表，此前暴风公关部门的一些

工作人员也已离职。

11月22日，暴风集团又披露《关于仲

裁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司收到北京仲裁委

员会送达的《裁决书》［（2019）京仲裁字第

2837号］，裁决公司向上海歌斐资产管理

有限公司支付转让价款、违约金、其他相关

费用合计约4.7亿元，此次裁决为终局裁

决，自作出之日起生效。

放弃控制权

对于暴风来说，此前最有价值的业务

就是暴风影音和暴风TV。但事实上，早在

今年7月，暴风TV就已不在暴风集团的管

辖范围。7月28日，也就是暴风集团公告冯

鑫被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的同一天，暴

风集团发布《关于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将发

生变更的提示性公告》称，该公司的控制子

公司暴风智能（暴风TV）将不再纳入公司

合并报表范围。

关于暴风智能出表的原因，暴风集团

称，公司持有暴风智能22.5997%的股权，

同时暴风智能董事会由5名董事组成，公司

直接委派2名，仅占2/5的席位。暴风集团无

任何受托、潜在表决或合同安排等其他权

利，对暴风智能的经营活动无法控制，因此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33号-合并财务报

表》之规定不再将暴风智能纳入合并范围，

并失去对暴风智能相关经营活动的主导作

用和实际控制权。

北京商报记者在暴风TV商城上看到，

彩电产品都显示无货状态，在第三方平台，

除个别淘宝店仍在销售库存的暴风TV外，

在京东、天猫等搜索“暴风电视”只剩下配

件产品，而不断出现的消费者纠纷也无人

问津。

2015年，暴风集团以1.35亿元的价格

收购了深圳暴风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暴风

智能，暴风TV）的前身———深圳暴风统帅

科技有限公司（暴风统帅），当时的持股比

例为30.37%。然而，暴风TV从2016年起年

年巨亏，其运营主体暴风智能从2016至

2018年分别亏损3.58亿元、3.2亿元和11.91

亿元。

在2018年中，冯鑫接受采访时表示，

他的目标是2018年暴风TV卖出200万台，

到2019年，就能进入大规模盈利的状态。

但是根据暴风集团回复问询函的公告，暴

风智能电视2018年销量约70万台。而照此

数据计算，在2018年，暴风智能每卖出一

台智能电视约亏损1000元。

今年5月，有消息称，暴风TV向员工正

式发出“遣散”通知，由于融资进度问题，公

司决定遣散所有员工，目前公司已搬离原

办公地。由于暴风TV亏损问题严重，近日

还有网友爆料称其疑似因拖欠员工薪资，

被员工拉横幅追债。对于上述传闻，北京商

报记者曾联系到暴风公关部相关负责人，

对方未作出回应。

东山难再起

过去，暴风TV之所以不断亏损，家电

分析师梁振鹏指出，是因为彩电市场本身

已经连续两年萎缩，暴风TV更是在2018年

大打价格战，导致亏损加剧，影响了健康发

展。“暴风TV的生产销售规模远远没有达

到彩电行业的盈利平衡点。”

而未来，暴风TV重新崛起的可能性也

不大。一方面，从整体行业现状来看，自

2018年四季度以来，彩电市场已经开启连

续四个季度下滑的态势。根据奥维云网最

新的三季度彩电市场总结报告显示，2019

年Q3中国彩电市场零售量1034万台，同比

下滑3.6%；零售额277亿元，同比下滑

10.4%。

另一方面，暴风集团失去对暴风TV的

控制权，暴风TV将更加没有资本的支持。产

业观察家洪仕斌认为，虽然业务停摆并不

意味着未来就没有希望，但此时若没有新

的资金注入，没有新的管理层调整，该公司

将难以逃脱破产倒闭的命运，没有暴风集

团做背书，暴风TV也就没有可期待的了。

在产经观察家丁少将看来，从根本上

说，暴风的问题和此前的乐视很相似，那就

是缺乏自我造血的能力，而业务线太长，资

本市场一旦有变，现金流断档，业务就格外

脆弱。

但暴风集团不像老前辈乐视，就算九

大业务体系逐一崩溃，依然留下乐视TV一

根独苗可以请白衣骑士帮其东山再起，如

今被剥离的暴风TV既没有新资金，也没有

新股东扶持。

而乐视的幸运在于背后还有资本的加

持。脱胎于乐视TV事业部的乐融致新公司

在拿到了多方的注资后，终于走出了资金

困境，同时也在极力摆脱乐视品牌带来的

负面影响。今年，Letv电视中文品牌正式升

级为“乐融”。

“暴风很难扭转困境，电视、VR、体育

等业务都很难规模盈利，亏损持续，在失去

领导人之后，融资通路基本丧失，未来或通

过出售资产、业务重组来渡过难关。”丁少

将坦言。 北京商报记者 石飞月

海尔全面进军美护健康家电领域

·资讯·

北京商报讯（记者 石飞月）11月27
日，记者获悉，由零立科技自主研发的电

吹风、射频仪、导出导入仪已陆续上市，电

动牙刷、剃须刀等产品也即将推出，这标

志着海尔全面进军美容个护领域。

近年来，伴随消费升级，人们对自身

健康的投资逐年增加，在一片“抗初老”

“爱美之心”的强劲刚需中，美容个护类

产品异军突起，成为消费者生活中不可

或缺的小家电。基于此，海尔集团意欲打

造一个美容个护行业的国产领军品牌，

成立了北京零立科技有限公司，隶属海

尔集团。

数据显示，2018年全球美容与个人护

理行业实现6%的价值增长，仅中国就贡

献了210亿美元的增长。面对巨大的市场

潜力，零立科技致力于通过健康美容个护

生态链条的构建，为用户提供全智能化、

高体验感，兼具科技与美学的个人健康、

美容护理产品与服务。

据悉，零立科技运营海尔、零立两大

美容个护品牌。目前零立科技已规划出个

人护理、美容护理、健康护理三大品类，涵

盖了剃须刀、吹风机、理发器、洁面仪、射

频仪、蒸脸仪、脱毛器、电动牙刷、按摩仪

等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