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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梦想”能否照进现实？

海信电器董事长刘洪新履新
本报记者 孙维晨 北京报道

年 6 月 14 日， 激活的互联网电视

“三年梦想”实现有待观察

用户率先突破千万大关，达到 1067
八票同意，零反对、零弃权的投
票结果，海信电器（600060.SH）董事
会议上的投票结果将刘洪新推上了
董事长席位。 原董事长于淑珉仍负
责海信集团的整体经营管理工作。
刚刚完成新老交接的刘洪新
马不停蹄曝光。6 月 15 日海信电器
以上市公司公告形式称：截至 2015

万,覆盖人口超过 3000 万，是重要

随着传统家电企业盈利下降

下滑或增幅放缓。“客厅经济”这

的里程碑事件。 海信计划在三年时
间内将其打造成全球最大互联网

或增速放缓， 众多家电企业只能
调整战略思路，寻找盈利
“风口”。

一提法出现。 家电企业试图将用
户重新拉回到电视机前，让电视

电视平台。

公开资料显示，海信电器在

机保持在客厅中的使用地位。 ”

夸下如此巨大的“海口”，海信
能否完成此举还有待观察。 而刘洪
新最迫切的任务或为如何保持上市

保持国内硬件市场排行第一的
基础上，正在加强游戏、教育服
务、内容提供等软件研发以及内

不过，从目前实际情况来分
析，现在看电视的大部分只有两
种人，一种是老人，一种是小孩。

公司的业绩。

容推广。
在今年 6 月 5 日 的 年 度 股

中间层年龄段的人都在使用手
机和电脑获取视频、 游戏等内

东大会上，海信集团董事长周厚
健就此评论说，公司将依靠技术

容。 中国消费者普遍愿意为硬件
付费而不愿意为软件服务，愿意

研发这一核心优势，通过线上线

为设备付费而不愿意为服务付

下宣传的结合及资源聚合实现
市场的持续增长。 公司未来将重
点布局以视频、游戏、教育、购物

费。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消费习
惯是阻碍传统家电企业推动互
联网产品服务的重要因素。

新老更迭或难起波澜
6 月 9 日的公告说， 公司总经
理刘洪新接替于淑珉出任新一任海
信电器的董事长， 总经理一职交由

尤其是与互联网相关的，如电视、光
通讯、空调、智能交通系统等，借助
互联网功能提升服务。 不满意的是

代慧忠接替。
被媒体视为海信集团董事长周

手机。 ”
当时， 媒体援引周厚健的话报

厚健“黄金搭档”的于淑珉于 2001
年出任海信电器总经理兼任董事

道说， 刘洪新卸任海信电器总经理
后， 将肩负起把海信手机业务做起

长。 而刘洪新则在上市平台公司担
任过 8 年总经理职务。

来的重任。
不过，由于客观和主观等原因，

接任董事长席位的刘洪新在海
信电器担任总经理 8 年时间以来，

海信的手机业务一直难有起色。 而
家电分析师刘步尘判断说， 手机市

其业绩亦广受业内外好评。 但是在
2014 年末，他却突然去职，转身前
往集团任职。
当时海信集团董事长周厚健对
外评论说：“海信的产品比昨天好，

海信电器新掌门对新征程踌躇满志。

和健康为主的“客厅经济”业务，

证券分析机构 国 泰 君 安 的

致的新老更替应该不会影响海信电

刘洪新作为海信电器的中坚力量一

器的业务波动和战略变化。“首先，
刘洪新已经在海信电器总经理职务
上深耕 8 年。 他的成绩和能力应该

直跟于淑珉配合默契。 目前的战略
都是由多人综合考虑得出的。 所以

充分发挥自身在硬件领域的优
势推动公司运营服务的增长。

报告则对创通家电行业的“客厅
经济”发展抱有乐观态度。 该机

与该言论相呼应 的 则 是 海
信电器现任总经理代慧忠在不

构分析师范杨在一份报告中分
析认为，2015 年是家庭信息经济

场难有起色， 而且集团可能担心没
有刘洪新的家电业务会受到影响。

值得上层领导信任， 从而决定将董
事长席位交给他。 此前他担任董事
长的时间内， 海信的电视业务已经

见。所以现行战略应该会继续延续，
不会有大的波动。 ”
关于换帅对海信电器内部战

久前采访时透露说：“海信电视
的成长性才刚刚开始， 我们希

的重要转折点。 因为智能电视的
软硬件技术逐步成熟，产品迭代

“于是又把他调回海信电器接替于
淑珉的职位。 ”
刘步尘认为， 由于年龄问题导

在国内处于强势地位。 这跟刘洪新
的能力有很大关系。 ”
“此外，在战略方面，40 多岁的

略的影响， 截至目前， 海信电器
董秘办公室未能就相关问题进行
回复。

望 5 年后， 内容和服务带来的
利润大于或等于目前硬件销售

能力大幅提升。 同时消费者对智
能电视的接受程度不断提高，用

的利润。 ”
而在最近的公开活动上，董

户数量和活跃度达到较高水平。
而政策环境趋于稳定，确定的游

事长刘洪新更是透露出海信的
野心：“至 2017 年,海信的智能电
视用户数量计划突破 3000 万,覆
盖 1 亿人群, 成为全球最大的互
联网电视运营平台。 ”

戏规则下商业模式更容易建立。
此外，家庭带宽资源已经可以支
撑流畅的 1080p 视 频 资 源 观 赏
体验。
这位分析师亦 承 认 相 关 风

上述研究者刘步尘认为，海
信电器计划未来让内容和服务
的利润超过硬件利润以及“2017

险的存在。 尽管广电总局在视频
方面的政策导向已经明朗，新的
游戏规则也已确立， 但是在游

年成为全球最大互联网电视运
营平台”的梦想“看上去很美”，

戏、购物、教育等新领域中，如果
广电总局再度出手管制，亦有可

但实际将面临众多挑战，能否实
现还有待观察。
随着互联网企业的崛起，社
会中坚力量开始逐步被手机、电
脑、IPadD 等产品吸引而远离电

能对家庭互联网价值实现的进
程造成重大影响。 而如果互联网
巨头未能带来足够有吸引力的
资源，家庭互联网的发展就难以
为继，黑电行业的价值重估也无

视，这导致家电企业的盈利出现

法完成。

战略中一定也体现出刘洪新的意

“激活用户超 1000 万”的意义？
刚刚履新董事长职务后刘洪
新并没有刻意躲避观察家的镁

有率连续 12 年全国第一、连续 3 年
线上第一， 这是激活用户第一的前

加多宝、 蒙牛已与海信云签订战略
合作协议， 作为首批广告主在海视

的数据置评认为：“海信电器公布
的数据是在为未来软件、服务盈利

光灯。 他适时地出现在了一个被
称 为“里 程 碑 事 件 ” 的 公 开 活 动

提条件；而海信智能电视内容最多，
人机交互最佳，画质最棒，也就是用

云平台投放视频广告， 广告合同金
额 1000 万元。

超过硬件设备的目标寻找的一个
支撑点。 ”

现场。
本月 15 日海信举行发布会并

户体验最好是率先突破千万大关并
保持给激活用户第一的竞争优势，

其合作方加多宝品牌总监向云
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评论：
“
与海信的

不过， 对于所谓激活用户突破
“
1000 万”的数据，海信电器并未披

发公告宣布： 公司积极推进智能运
营, 提升智能电视运营价值。 截至
2015 年 6 月 14 日， 激活的互联网
电视用户率先突破千万大关， 达到

而这仅仅是海信互联网电视成就的
第一步。
海视云 CEO 于芝涛则提供了
一系列数据：
“
海信智能电视平均日

合作不仅仅是广告投放， 未来将尝
试探索 T2O 等跨界创新模式。 ”海
信激活电视用户能基于大数据实现
分区域、 分屏幕、 分用户的精准投

露其具体的统计来源。 有业内人士
指出：
“
其数据的公信力可能会受到
影响。 ”
他还认为， 尽管加多宝和蒙牛

1067 万，覆盖人口超过 3000 万，是
重要的里程碑事件。
刘洪新认为， 海信电视市场占

活跃用户数达 403 万， 人均单日使
用时长超过 180 分钟， 人均单日视
频点播时长达 160 分钟。”。他透露，

放， 我们对这块大屏的广告价值是
“先知先觉”。
刘步尘针对海信电器所发布

在海视云平台上投放了广告， 但是
1000 万元的金额对比家电企业的
传统业务营收来说还是太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