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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下走向下一个百年：艰难自救？
本报记者 向炎涛 北京报道

日本松下电器已经在为下一个
百年谋划。 2018 年 3 月，松下电器将

巨额亏损之后，松下电器断臂
求生，对等离子、半导体等亏损业
务进行剥离和重组，向车载、住宅、
元器件等 B2B 领域转型。 不同于夏

一度成为外界议论雪莱特近年来
资本表现的标志。
雪莱特之所以成为外界议论

张季风对本报记者表示， 虽然
日本制造企业在往产业链的上游发

视业务仍在发力， 在白电市场，几
乎只有松下一家日本企业。

“全球家电三足鼎立的格局正

上市公司，多数只在某一特定领域

在变成二加一， 中日韩三大品牌

展，但不能掩盖其制造业的衰落。“
日
本的制造企业近年来普遍衰落，除了

松下并没有放弃家电为主的

中，日本正在慢慢掉队，松下与其

世界经济产业结构在发生变化，一个

下电器 11%销售额的中国市场，松
下电器（中国）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

B2C 市场。松下电化住宅设备机器
社 Global Marketing 本部本部长藤

他日本品牌表现其实是一样的，意
味着松下在家电领域的衰落。 ”在

很大原因就是企业的经营战略没有
跟上改革的步伐，而且日本的国民性

划重大重组事项，其标的主营业务
都不尽相同，可谓频繁跨界。

对《中国经营报》记者表示，今后松

本佳司就曾表示，“我们希望通过

家电观察人士刘步尘看来，日本家

对于技术革新比较谨慎或者保守，导

雪莱特先后对 11 项资产发起并

下将以 B2B 事业作为引领在中国
事业的一个增长引擎， 同时仍然加
强家电业务，实现全领域式的增长。

B2C 做宣传，传达经营理念，提高
品牌形象，B2C 对于 B2B 形象提

电品牌在全球家电市场格局中已
经变得慢慢的不那么重要了。 一方

致其在瞬息万变的消费电子产业跟
不上技术进步的步伐。 ”

升有很大帮助。 ”对于松下来说，包
括家电业务在内的 B2C 业务起着

面是其自身战略调整，逐渐减少对
消费市场的投入，另一方面，日本

松下家电（中国）有限公司有
关负责人则表示，松下家电的强项

购，涉及光科技应用、智能消费电
子、高端智能制造、汽车核心零部
件以及教育等诸多领域。

财务造假来“摆脱”危机，松下电器
艰难自救。
入华 30 多年，对于如今占据松

“日本的传统制造企业正在逐步剥离家电及消费电子业务，他
们在往产业链条的上游走，这是一种经营理念的改变。 ”

带来的
“
后遗症”仍在。

北京一家苏宁易购松下电器销售人员告诉本报记者，从客流量来说，松下门店确实不如其他品牌。
一些国产品牌， 销量也确实有一定
差距。

B2B 转型

松下在 2011 年和 2012 年连
续两年超过 7000 亿日元巨额亏损

冼树忠所说的
“外延式并购”，

给美的，夏普“卖身”富士康，在目
前中国的家电市场，除了索尼在电

的转型更像是一场浴火重生式的

域集体
“
沦陷”，陷入经营困境。

保留家电业务
是最慢的。

Next 100”为主题的发布会，作为其
在全球开展 100 周年纪念活动的开

轮产业变革浪潮中，松下电器也随同
这些企业一起，在家电和消费电子领

频繁跨界的
“
外延并购术”

好，但是外观、营销、性价比等不如

普“卖身”、东芝押注核电失败后借

一度和索尼、东芝、夏普等企业成为
日本制造业的代名词；但在全球新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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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于东芝将白电业务出售

迎来创业 100 周年，日前，松下电器
Change for the
在东京举办了以“

始，并提出下一个百年目标。
在过去的一百年里， 松下电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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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逐步剥离消费电子业务
之后， 松下在 2014 年逐步恢复元

彼时，由于押注等离子电视失
败等原因， 松下遭遇空前危机，创

气， 净利润比上年增加了 49%，达
到 1794 亿日元， 而这主要来源于
包含汽车导航系统、电动汽车电池

下史上最大亏损。津贺一宏临危受

等业务的汽车设备部门。 2013 年，

命担任松下电器社长，对松下进行
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松下也自此全
面走向 B2B 领域转型道路。 2013
年，松下设立 AVC、环境、住宅、汽

松下与特斯拉签订协议，共同投资
生产汽车锂离子电池，2014 年至
2017 年松下将向特斯拉提供 20 亿
块锂离子电池。

车四大事业部进行重组。
在此期间， 津贺一宏对松下等
离子电视和半导体业务进行了大幅
裁员，关闭了等离子电视工厂，出售
芯片制造工厂。 而这仅仅只是松下
剥离亏损业务的开始。 在接下来的

松下电器（中国）有限公司相
关负责人告诉本报记者， 目前松下
在中国事业的细分中， 电子零部件
占到了 47%，家电领域占 21％。2017
年第一季度开启了增收增益的良好
开端，蓄电池等车载事业高速增长，

日子里， 松下宣布彻底退出中国和
美国的电视市场， 并退出日本智能
手机市场。 今年 3 月，日本媒体报道
称， 松下计划对 6 项亏损业务进行
整合， 拆分数码相机等 3 个业务部

整体实现增收。 下半年，预计车载事
业对于利润的贡献将加大。
“日本的传统制造企业正在逐
步剥离家电及消费电子业务，他们
在往产业链条的上游走，这是一种

门，并在 2018 财年内（截至 2018 年
3 月 31 日） 出售液晶面板生产线和

经营理念的改变。 过去日本企业追
求的是世界第一，而现在追求的是

半导体业务。 不过，松下随后发布公
告称，B2C 影像和电话机事业部并
未剔除，而是将从 2017 年 4 月开始

世界‘唯一’，即加大了在核心技术
上的追求而不是对整机市场占有
率的争夺。 ”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

归入松下家电公司运行。

所副所长张季风对本报记者表示。

的焦点，是因为行业内其他转型的
开展外延式并购，但雪莱特多次筹

通过梳理发现， 上市 11 年的

深究其背后的逻辑不难发现，

“
门面”的作用。
但即便如此， 在中国家电市
场，格局早已改变。 市场调查机构

家电品牌灵活度不够，而中国和韩
国品牌在中国市场相对灵活。
以智能冰箱为例，国产品牌海

在于拥有日本技术力和高品质的
高附加价值产品，因此近几年将重
点放在高端商品上。 虽然从整体市

雪莱特的“外延并购术”一直是借

中怡康公布的最新线下数据显示，
在松下目前几大主要产品中，空调

尔、美菱等早在去年就已经发布打
造厨房智能生态圈的智能冰箱，三

场份额来看松下没有进入前十，但
从高端商品市场来看， 比如冰箱，

LED 灯 市 场 走 俏 ， 雪 莱 特 耗 资
4.95 亿 元 收 购 富 顺 光 电 100% 股

产品零售量未进前十；冰箱排名第
七；洗衣机排名第四。

星也在近日推出智能 3.0 时代冰
箱，而松下并无过多动作。“
日本人

松下排名进入了前五。 此外，松下
不仅仅只有大家电，也有市场成长

权，转型至 LED 领域；同年 6 月，

北京一家苏宁易购松下电器
销售人员告诉本报记者，从客流量
来说，松下门店确实不如其他品牌，
以冰箱为例，松下虽然采用的是自

讲究匠人精神， 注重品控和质量，
对市场变化不是特别敏感。 ”中怡
康时代白电事业部总经理魏军表
示，以智能化来说，在中日韩三大

性较高的小家电产品。 而今年 4
月，松下也正式发布了和阿里巴巴
合作的“全屋智能”项目，今后松下
也将把自己旗下的产品运用 IoT

家生产的压缩机，质量做工都非常

品牌方面，日本品牌的智能化反应

（物联网）技术连接起来。

发力本土化
作为一家跨国大公司，松下总部权力很大，而身在前线的各个子公司却少有权力，且依赖于上级的
战略指示与资源调配。

助资本市场开启转型之门。
2014 年， 照明市场不景气，

雪莱特耗资 1500 万元增资 广 州
“一呼百应”， 进入互联网电商领
域；其后，雪莱特先后进入无人机、
新能源汽车产业，无一不是市场大
热领域。
冼树忠将其转型布局形容为
“一体两翼”。“公司一直以来的主
营业务是光科技应用，而通过投资
并购的方式，已切入了新能源汽车
关键配件及设备领域和人工智能
无人机领域。雪莱特计划在未来三

显然，松下中国也在为适应中
国市场而进行调整。 今年四月，松
下将家电业务从松下电器 （中国）

设计、制造，能自行完成从产品开
发、生产到销售、售后的整个流程。
同时， 由现地中方干部担任总经

个子公司却少有权力，且依赖于上
级的战略指示与资源调配。“这时
候总部要做的是看到前线报告就

有限公司独立出来，由原来主要生
产智能坐便器的松下电化住宅设
备机器（杭州）有限公司承载整个

理，公司的经营方式和组织架构都
在朝最符合中国国情的方向发展。
在业内看来，这是松下在中国

立刻增援。 前线要人力、要物力，总
部就给，放权让他们自己干。 前线
要做的是随机应变。 ”谈及新公司

中国家电业务， 改名为松下家电
（中国）有限公司，并首次由华人总
经理吴亮担任一把手。

成立的原因其如是说道。

松下家电（中国）有限公司有
关负责人向本报记者介绍，松下家
电业务的独立法人化, 主要是考虑
到将家电事业的责任和权限更加

本土化迈出的一大步。“说明日本
的企业也在反思，很多日本企业在
中国市场即使发现问题，但是没有
决策权，必须确定方案之后由日本
总部做决策，开发市场过于僵化。 ”
刘步尘表示。
吴亮曾经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明确化, 能更快速地对应市场作出

也坦承， 作为一家跨国大公司，松

的观念也在改变。 要重塑消费者对

否实现扭损； 而在新能源汽车领
域，新收购的卓誉自动化能否扭转
雪莱特业绩持续下滑的态势，仍是

决策, 松下家电（中国）能现地开发

下总部权力很大，而身在前线的各

日本家电的信心需要时间。 ”

一个未知数。

即便如此，刘步尘表示，松下
在中国家电市场仍然面临挑战：
“过去日本家电在中国市场一枝独
秀，但是如今中国经济发生了很大
变化，市场格局在变化，中国和韩
国家电企业已经成长起来，消费者

到五年，形成以光科技应用为‘主
体’， 以新能源汽车及人工智能无
人机为
‘两翼’的产业格局。 ”冼树
忠表示。
然而，频频跨界并购，带来的
不止有转型的希望，同样还有业绩
不达标和负债上升的风险。
雪莱特“两翼”格局之中，在人
工智能无人机领域，曼塔智能依然
亏损严重，短时间内无法判断其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