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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电巨头改名潮的背后

Market�focus
关注

再成被执行人 金立手机苦等5G稻草
重组一年后，金立手机的未来仍

充满不确定性。12月5日，金立集团的

运营主体深圳市金立通信设备有限公

司被东莞市中级人民法院列为被执行

人，执行标的约8065万元。这是2019年

11月18日至今金立第四次成被执行

人，执行标的累计约为3.2亿元。

深圳市金立通信设备有限公司成

立于2002年8月，注册资本为2亿元人

民币，法定代表人为董事长刘立荣。金

立手机也曾一度辉煌。据公开资料显

示，2010年，金立的出货量仅次于诺基

亚和三星，排名行业第三，2011年，金

立手机全球出货量超过2000万部，成

为中国最大的功能机制造商。

但2018年12月，金立确定将进行

破产重整，《重组方案框架》文件显示，

重组后的金立成立资产管理公司和运

营公司，同时，深圳中院受理了金立通

信破产一案。据悉，金立集团总负债超

200亿元。为何一年前净利润为7.6亿

元的金立集团会突然倒塌？

2018年2月，金立时任董事长刘立

荣公开承认金立出现资金问题，从

2013年开始，金立就出现连年亏损，最

开始每个月亏损不低于1亿元，到了

2016、2017年，每月亏损不低于2亿元，

累计亏损80亿元，2017年，金立手机的

出货量同比上一年减少了1000万部，

远低于预期。

有关分析指出，金立手机的困境与

其过度营销存在巨大的关系。刘立荣曾

经在采访中提到，近年约100亿元的营

销投入对金立的资金链造成很大影响，

这也导致了金立近来资金链危机的出

现。正如他所说，金立的营销费用很高，

两年就花费了60多亿元，电视、视频网

站、全国各大机场、分众LCD、城市框架

和户外，金立的广告无处不在。

在营销上不惜砸下重金学习OP-

PO、vivo的金立，却没有获得理想的

结果。刘立荣曾表示：“金立这个样子，

只有做到全球年销量1亿部的规模，企

业才会安全。”但根据研究机构GFK的

数据，2017年金立手机在中国的销量

为1494万部，排名第七，份额仅为3％。

这与刘立荣在2017年初设定的在国内

至少要卖3000万部的目标相比缩水了

一半。而2018年金立手机上半年的销

量已经仅为373万部。

今年9月，已经陷入困境的金立手

机决定东山再起。据报道，主要股东卢

光辉组织全国多个省份的代理商举办

圆桌会议，希望从头再干，会议现场也

立着“金品质，立天下”的slogan。随

后，金立手机官网恢复，并在9月25日

推出了一款K3手机。11月9日，金立手

机官方公众号再次发文———“经典翻

盖手机，一种难以企及的高度”，宣布

推出翻盖款式新机型———金立A326。

金立方面表示，对经典的敬畏与延续，

是金立手机始终保持的初心。

但北京商报记者日前在京东商城

上发现，上述两个产品的评论都不足

百条，产品表现与销售都并不耀眼。

产业观察家洪仕斌表示，魅族、努

比亚等手机品牌今年的出货量都不

多，但这些第一梯队外的品牌都在坚

持，等待5G的机会，金立或也是在为

5G蓄势，等明年5G换机潮真正来临，

通过运营商销售可能还会有一定的生

存空间。 北京商报记者 金朝力

弘扬宪法精神 维护宪法权威
———朝阳区税务局开展国家宪法日主题宣传活动
今年的12月4日是第六个国家宪法

日，当周也是第二个“宪法宣传周”。为进

一步增强税务干部的宪法意识，弘扬宪法

精神，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朝阳区税务局

围绕国家宪法日开展了国家宪法日主题

系列宣传活动，引导税务干部和社会公众

成为宪法的崇尚者、遵守者和捍卫者。

对内该局开展宪法宣誓及宪法学习

活动。先后组织左家庄办公区及望京办

公区8个税务所干部进行宪法宣誓，全面

强化税务干部尊崇宪法、忠于宪法、维护

宪法的思想理念；宣传周期间局领导班

子成员带头学习宪法，并利用“朝阳税务

党建”微信公众号在全局干部中开展宪

法知识答题活动，参与率达100％，共700

余人获得满分。对宪法的学习，使税务干

部进一步明确依法治税、依法行政的职

责要求，进一步践行“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的要求。

对外在宣传周期间，该局干部来到中

国传媒大学为师生带来一场生动的国家

宪法日专题活动。活动围绕宪法知识、个

人所得税政策以及办税人员从税感受分

享三方面开展。活动过程中税务部门的工

作人员还就师生提出的问题进行详尽的

解答，深入浅出的讲解受到该校师生的一

致好评；与街道联合，税务干部走进社区，

为居民讲解宪法常识以及与百姓息息相

关的税收政策、案例。该局通过活动弘扬

宪法、税法等法制精神，引导社会深化遵

纪守法和依法诚信纳税的意识，让公民真

正感受到宪法的精神。

近日，海信电器发布公告称，由“海信

电器”拟变更为“海信视像”，意料之外情理

之中。去年以来，家电巨头纷纷在名字方面

打起了主意：“青岛海尔”改名“海尔智家”，

“创维数码”改成“创维集团”，“美菱电器”

更名为“长虹美菱”，TCL集团剥离后的家

电业务则更名为“TCL实业”。更早之前，美

的集团宣布向科技集团转型，TCL、康佳等

企业也相继发力半导体显示产业和上游芯

片业务。

尽管这些企业对外表示改名并非去

“家电化”，而是基于自身固有家电业务的

对外延伸，但有关分析认为，中国家电市场

近年来明显趋于饱和，产品同质化严重，行

业需要通过转型带来新的利润增长点，这

已是不争的事实。而5G商用及IoT加速发

展，也给家电企业指明了方向，因此看似名

称不同，但大家的转型之路却殊途同归。

改名成“潮流”

海信电器发布公告称，公司名称拟由

“青岛海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海

信视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司证券简称

由“海信电器”变更为“海信视像”。

对于此次更名的原因，海信官方的解

释为，希望未来通过在画质芯片技术、画质

算法、全场景AI生态等核心技术上不断积

累，形成以视像、显示技术为支撑，以智慧

云平台为依托的生态内核，并向智慧家居、

智慧商用等领域广泛延伸。

海信方面披露的信息显示，目前其在

视像产业收入，包括高清智能显示终端、新

型显示、运营服务等业务占营业收入比重

合计超过90％。海信在重构视像、显示产业

链布局的同时，已从单一的电视产品制造

企业逐渐发展成为集视像技术研发应用、

全场景云平台运营为一体的综合解决方案

提供商。

海信并不是第一家改名的家电企业，

去年以来，家电巨头就掀起了改名潮。去年

6月，美菱电器称，拟将公司全称由“合肥美

菱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长虹美菱股份有

限公司”，同时，拟将公司A股证券简称由

“美菱电器”变更为“长虹美菱”。更名原因

系为巩固与公司控股股东四川长虹的协同

效应，形成品牌合力，提高公司的知名度和

影响力，进一步开拓市场和提升议价能力。

2018年底，TCL集团启动资产重组，上

市公司将智能终端及配套业务出售给新组

建的TCL实业，重组后TCL实业聚焦电视、

家电、手机等智能终端业务以及电商、物

流、呼叫中心等相关配套业务；11月4日，

TCL集团发布公告称，该公司的子公司“深

圳市华星光电技术有限公司”正式更名为

“TCL华星光电技术有限公司”，更名后的

TCL华星光电技术有限公司是TCL集团半

导体显示及材料业务经营，以及上下游产

业链布局与协同的管理平台。

今年6月，“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更

名为“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证券简称

也由“青岛海尔”变更为“海尔智家”；7月8

日，创维数码公布称，公司名称已由“创维

数码”变更为“创维集团”。

传统市场低迷

奥维云网推总数据显示，国内彩电市

场三季度销量为1034万台，同比下降

3.6％；销售额为277亿元，同比下降10.4％。

自2018年四季度以来，连续四个季度持续

下滑。

而对于今年最后一个季度，尽管有“双

11”这个“年度狂欢促销节点”的刺激，但奥

维云网方面仍然预测，四季度不会对今年

整个年度销量“减压”。奥维云网预计，全年

销量预计在4633万台，同比下滑3.2％，全

年销售额则在1337亿元左右，同比下滑将

会在10个点上下。今年全国彩电零售量和

零售额将会“双双下滑”。

彩电行业的萧条正是整个家电市场发

展情况的缩影，在产业观察家洪仕斌看来，

一方面因为房地产市场处于低迷状态，家

电换新动力不足，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家电

市场已经到了饱和时期。

在这样的市场条件下，很多家电企业

必须进行多元化布局和转型。产经观察家

丁少将指出，主营业务发生变动，企业改名

就属于正常的策略性更名。

但另一方面，家电分析师梁振鹏表示，

家电企业改名都是集中于上市公司，上市

公司改名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提升自己的

股价。“因为现在A股资本市场长期低位徘

徊，很多家电公司的市盈率连10％-15％都

达不到，在这种情况下，家电企业被人认为

是一个传统的行业，在资本市场上的估值

就更不被看好。”

“所以家电企业改名多数有一个动

机，首先会把股票市场的名称去掉‘家电’

二字，这样看起来它不仅是一个家电企

业，比如‘创维数码’改名为‘创维集团’，

集团的业务范围就大了；还有‘青岛海尔’

改为‘海尔智家’，听起来比传统的家电行

业要上一个档次；‘海信电器’改名为‘海

信视像’，看起来就是比较专业的显示领

域企业，视像行业相关上下游产业、激光

投影、激光显示都可以囊括进去，而且激

光显示现在也是比较被资本市场看好的

领域。”梁振鹏说。

正如海信内部人士说的那样，“海信发

展了50年，但人们对我们的认识依旧停留

在电器制造商的身份，就像最新的酒装进

了旧瓶子里。我们不想只停留在电器领域，

而希望通过视像显示向教育、医疗、道路、

智慧家庭、展览等领域延伸。但若想实现这

些发展，绝不是电器能够涵盖的”。

转型方向不一

说白了，改名也是为转型奠定基础，但

就家电企业的既有资源和渠道来看，如何

转型才是重中之重。

丁少将认为，未来家电企业转型的方

向大体有三个：一是深度智能家居，做生态

平台型企业，或者成为生态平台的一部分；

二是扩大B端市场，实现C端B端双轮驱动；

三是向产业链上下游延伸布局，提升综合

竞争力。

在5G开启之时，物联网带动着所有交

互界面和智能终端的加速发展，智能家居

上线，跨界变得更加简单，用户需求亟待爆

发，在这方面，海尔就是典型。据了解，基于

智慧家庭战略，海尔智家已构建起白电、厨

卫产业集群，覆盖冰箱&冰柜、洗衣机、空

调、热水器、厨房电器等全品类成套产品，

为消费者提供“成套、定制、迭代”的

“5+7+N”智慧成套解决方案。

TCL实业也在加强人工智能场景体验

和应用服务能力建设，并以云平台为核心，

建设云、管、端能力，构建开放的IoT平台，

促成互联互通、智能健康的生态系统，实现

硬件+软件+万物连接的全场景融合。

“还有不少家电企业尽量把自己转型

为一个综合型的科技企业，这样也为企业

开辟了更大的业务发展空间，这个路子没

什么问题，而且家电科技和智能智慧互联

网的融合也是大势所趋。”梁振鹏补充道。

比如TCL集团向上游延伸布局，在半

导体、面板等行业发力。这正是基于未来屏

幕将无处不在、云应用无处不在、客户无处

不在，电视机将不只是家庭智慧客厅的中

心，还是各个场景的应用平台和纽带。

2018年，康佳也正式成立半导体科技

事业部，制定五年千亿营收目标，其中，半

导体事业部将契合自身全面布局半导体设

备、半导体材料、半导体设计、半导体制造

等全产业链，通过自主研发和创业孵化等

模式拓展业务。

但转型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丁少将表

示，“这一过程中企业要面对的挑战有很

多，包括家电行业内部同质化竞争趋于激

烈、新技术新市场的透支、跨界竞争对手的

冲击、无法承担战略转型的代价，比如营收

规模、利润、现金流等”。

北京商报记者 石飞月/文并摄

华为发布nova系列首款5G手机

北京商报讯（记者 石飞月）12月5日，
华为发布3款nova6系列手机，分别为

nova65G、nova64G与nova6SE，其中

nova65G是nova系列首款5G手机。同

时，华为消费者业务产品线总裁何刚表

示，截至目前，nova系列全球用户已达到

1.25亿。

华 为 nova65G分 为 8+128GB和

8+256GB两个版本，售价分别为3799元

和4199元，12月5日18：08预售，12月12日

正式开售。这也是当前华为所发布的5G

手机中最便宜的一款。

此前，华为已经发布3款5G手机，分

别为Mate30Pro5G版，售价6899元起，

MateX，售价16999元，Mate20X5G版，

6199元。

当前，5G手机已经成为手机厂商发

布的重点。IDC最新数据表明，三季度5G

手机在中国的出货量达到48.5万部。其

中，vivo出乎意料地占有54.3％，其次是三

星占有29％，排在第三的才是华为，不过

最新的华为Mate30系列5G版目前销量

数据会在下一季度给出，但是从“双11”的

销量上来看，华为Mate30系列5G版为多

家电商平台销量冠军，下季度市场占有率

可能会有巨变。

数据显示，2018年，消费者业务首次

成为华为第一大营收支柱，全年营收3489

亿元，同比增长45.1％，占总营收48.4％。

今年1-8月，华为消费者业务继续保持了

高速增长，其中华为智能手机出货量同比

增长了26％，智能音频产品同比增长了

256％，笔记本电脑同比增长了249％，智

能穿戴业务同比增长了278％。

北京商报讯（记者 石飞月）近日，小
米生态链企业华米科技披露，在美国纽

交所上市后，其今年前9个月的营收达37

亿元，已经超过了去年全年的营收。

在产品方面，2019年夏天发布的小

米手环4，8天全球出货量就突破了百万

条，创下了该系列的最好成绩。一系列的

新品发布之后，华米科技创始人、董事长

兼CEO黄汪表示，华米的AMAZFIT智

能手表布局，已经从原来的智能运动手

表、基础智能手表以及旗舰智能手表三

大系列扩展到包括健康手表、时尚智能

手表以及X系列在内的总共六大系列。

在黄汪看来，智能手表不是智能手

机的简单替代或者复制，更像是一种进

化。由于离人最近，因此在有些地方会比

智能手机更强大。智能手表会成为新的

健康入口，以及推动整个健康产业发展

和突破的核心变量。

谈到为何没有参与小米手表项目，

黄汪表示，华米会在聚焦健康战略的基

础上，持续在小米生态圈中寻求业务及

战略的最大协同效应，求同存异，努力实

现双赢。

华米科技前9月营收达37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