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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管频辞职业绩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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惠而浦在华遇边缘化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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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奥克斯方面对本报

记者表示，目前案件正处于诉
讼阶段，不便于做更多回复。
本报记者 刘媛媛 上海报道

司董事长金友华提出于 2017 年 12

任职。两位
“外行”高管能否带领“
伤

月 29 日辞职，一并辞去公司董事、董

痕累累” 的惠而浦走向光明成为行

2018 年 1 月 2 日，惠而浦（中

事长及在公司第六届董事会战略委

业关注焦点。

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惠而
浦”，600983.SH）正式对外宣布新董

2017 年 6 月， 格力以奥克斯

员会担任的主任委员职务。这是继重
大会计差错、证监局下发警示函等风

针对上述问题， 惠而浦董秘方
斌回应《中国经营报》记者称，金友

今年新品雅典娜系列空调侵
犯格力的专利权为由将奥克
斯空调诉至广东省高级人民
法院，并索赔 1.1 亿元。 两个

事长任命安排。曾在通用电气、霍尼
韦尔、欧司朗、佛山照明等企业供职
的惠而浦亚太区总裁吴胜波将担任
董事长，任期为 2017 年 12 月 29 日
至 2019 年 6 月 15 日。
此前不久，惠而浦发布公告，公

波后，惠而浦在 2017 年遭遇的又一

华的辞职系出于个人发展考量。 董

大事件。 业界猜测，金友华的辞职或
与近年来惠而浦业绩低迷，以及重大
会计差错事件持续发酵有关。

事长吴胜波则在电器自动化领域具
有丰富的管理经验， 相信这些经验
可以推动惠而浦在中国的可持续发

值得注意的是， 惠而浦不久前

展， 引领公司进入下一个增长阶段

上任的总裁艾小明同样曾在欧司朗

事实上，这已经不是奥克
斯和格力第一次站上法庭 。

月后，奥克斯发起反击，针对
格力在空调的电机安装、 面
板、导风门等技术上存在的多

的目标。

项侵权行为，奥克斯空调向宁
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要求格力停止侵权并赔偿损

高管“大换血”
金友华 9 月宣布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中国总裁职务，由艾小明接任。
资料显示，惠而浦集团是一家

学机械工程硕士学位、美国凯乐管

经过一段时间的核实， 惠而

来自美国的老牌大型家用电器制
造商，1994 年登陆中国。2014 年，惠

理研究学院信息管理系统硕士学
位。 曾先后在通用电气、霍尼韦尔、

浦方面向记者表示， 本次会计差
错 将 分 别 减 少 2015 年 度 及 2016

而浦集团通过收购合肥荣事达三
洋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51%股份，成
为新的控股股东，合肥三洋也因此

欧司朗、佛山照明等多家中外企业
任职；艾小明出生于 1973 年，此前
任欧司朗（中国）照明有限公司的

年度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 亿元及 8901.99 万元。 系由于公
司在销售折扣处理、销售费用、收

更名为惠而浦。
金友华曾带领惠而浦经历了
多个发展阶段，不过 2017 年下半

中国区首席执行官，并在施耐德电
气（中国）有限公司多个业务部门
任管理职务。

入确认及库存商品成本结转方面
存在的问题而产生。 公司已对
2015 年 度 和 2016 年 度 的 合 并 及

年开始，他就有离开的迹象。 先是
9 月宣布因个人原因， 申请辞去

此前，家电行业资深观察家刘
步尘曾向本报记者表示，金友华辞

公司财务报表进行了调整， 并采
取整改措施。

中国总裁职务，由艾小明接任。 其
后在 11 月惠而浦工业 4.0 智能工
厂的投产仪式上， 金友华也未露

去总裁职务或与公司 2017 年年出
现会计差错有关。
根据公告，惠而浦于 2017 年 7

记者注意到，由于该起重大会
计差错，惠而浦在公司内部已进行
大整顿。 2017 年 12 月 12 日，惠而

面， 取而代之的就是新任董事长
吴胜波。
个人履历显示，吴胜波出生于
1966 年，拥有清华大学热能工程系
学士学位、美国内布拉斯加林肯大

月 28 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下发
的监管函。 因公司自查发现，2015
年和 2016 年度在销售折扣计提方
面存在会计差错，初步估计该等差
错金额约为 2.5 亿～3 亿元。

浦发布公告称，经公司自查，时任
销售财务负责人、 时任电商负责
人、时任财税会计负责人、时任连
锁业务负责人、 时任物流负责人、
销售财务洗衣机经理、电商专员对

失 5000 余万元。 而在此之前
奥克斯在 2015 年和 2016 年
本报资料室 / 图

公司发生重大会计差错和重大损

分别被法院判决对格力和美
的的专利侵权。

领企业发展等问题，方斌表示，自

失负有管理失职及责任，未履行相

惠而浦在中国发展以来， 始终致

关合规政策，目前上述人员均已办

力于负责任的运营管理， 遵守相

理完离职手续。
除了上述人事变动之外，更早
之前，负责合肥三洋和惠而浦中国

关法律法规。 公司高度重视职业
道德及合规， 对于违法违规的任
何行为及人员都会采取必要的措

营 销 工 作 的 章 荣 中 于 2017 年 11

施。 新任董事长吴胜波在电器自

月宣布辞去惠而浦中国副总裁职
务， 并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惠
而浦中国的副总裁黄秋宏同日宣
布辞去副总裁职务；2017 年 10 月，
惠而浦中国独立董事曹若华提出

动化领域具有丰富的管理经验，
公司相信以其经验可以助力惠而
浦在中国的发展。 新任艾小明总
裁 则 深 耕 中 国 制 造 业 行 业 逾 15
年， 有多年领导大型综合企业的

辞职。
就公司人事大 动 荡 所 带 来 的
影响以及两位“外行新官”如何带

丰富经验， 对轻工业有深刻的洞
见， 其加盟将充实且强化惠而浦
中国的高管团队。

专利之争
“发起专利诉讼不过是一
种企业竞争的手段，从以往的
案例来看，虽然诉讼索赔金额
都很高，但是最后落实到赔偿
都微乎其微，即使赔偿金额也
很小。 ”家电行业观察人士洪
仕斌对记者表示。
中国知识产权法学研究
会副会长李顺德也指出，现在
各行各业发展很快，竞争也很
激烈。 随着大家对知识产权的
重视，各个企业也利用知识产
权来参与企业竞争。“这些知
识产权诉讼表面上看是知识

业绩承压
惠而浦最大的问题在于品牌老化、旗下品牌较为混乱、在中国的战略过于保守。
在业内人士看来，金友华的离
职或也与多年来惠而浦业绩低迷

惠而浦方面对此向记者解释
称，公司出现利润亏损的情况，首

是其品牌过于老化， 在中国的战
略过于保守。 目前整个白电行业

主打中高端。 但这四大子品牌始
终难以形成合力，甚至被归为“边

用这个品牌。 可以说惠而浦旗下四
大品牌纯属多余，像荣事达和帝度

有关。 根据公司发布的 2017 年三
季度报告，惠而浦前三季度营业收

先是因为原材料价格上涨等导致
营业成本大幅上升； 其次是公司

都在往智能化转型， 而惠而浦推
出的都是功能型产品， 缺乏智能

缘产品”。
刘步尘认为， 惠而浦目前四

完全可以不做。 未来主要看在市场
上最有可能突破的主品牌惠而浦，

入 49.02 亿元，同比减少 3.57%，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产品销售价格下降， 高端产品结
构没有达到预期， 导致产品均价

的闪光点。
据了解， 目前惠而浦旗下主

大品牌没有一个销售突出， 管理
层必须对这四个品牌做出有效的

只有扎实提升产品品质和工艺水
平，才能在用户心中一点点修复已

-5660.94 万 元 ，
123.44%。

同 比 减 少

下降。
而在刘步尘看来， 惠而浦最

要有惠而浦、帝度、三洋和荣事达
四个品牌。 此前金友华曾表示，公

切割。
家电行业分析师梁振鹏也表

经被损坏的口碑。 ”
金友华走了，留下了一个“伤

时间再往前推，2017 年第一季
度，惠而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1.16 亿元， 同比下降
24.29%；2016 年实现归属于母公司
的净利润为 2.83 亿元，同样较 2015

大的问题在于品牌老化、 旗下品
牌较为混乱、 在中国的战略过于
保守。“惠而浦是美国家电第一的
品牌，但来到中国，在大部分白电
企业盈利的情况下却出现亏损，

司内部将旗下四大品牌分为三个
矩阵： 三洋和帝度沿袭日系的设
计风格，更重视健康、生态和设计
的精细化； 荣事达在中国妇孺皆
知，口碑的核心是品质；惠而浦的

达了相同观点：“荣事达是一个低
端的农村市场品牌，帝度是一个前
几年新建立但是一直没能做起来
的品牌，三洋虽然口碑不错，但三
洋公司已经被日本松下所收购，之

痕累累”的惠而浦。 对于未来规划，
惠而浦方面表示，公司将提升智能
制造，以产品和技术为牵引，推进
产品结构调整和差异化竞争。“我
们将继续努力为全国顾客提供优

年出现大幅下滑。

我认为并不是它的产品不好，而

定位则是“百年品质创易生活”，

后松下计划在全球范围内逐步弃

质家电产品和服务。 ”

随 着 其他专业厨卫电器企业
的崛起， 以及综合性家电企业步步
紧逼， 广东万和新电气股份有限公
司（00123.SZ，下称“万和电气”）开
始多元化布局冲刺业绩。
2017 年已经过去，万和电气四
年前提出的百亿规模目标依然未能
实现。 2017 年前三季度，万和电气
的营业收入虽然同比增长 35%至

竞争手段来参与市场竞争。 ”
李顺德告诉本报记者。
值得注意的是，前述文章
中提到的海信与夏普、格力与
奥克斯均是所在行业内的竞
争对手。 夏普被富士康收购之
后，一直想要扩大其在全球的
市场份额，北美作为全球三大
彩电市场之一，成为“兵家必
争之地”。 而海信近年来全球
化扩张明显，借助其此前获得
的夏普品牌使用权显然有助
于其争夺北美市场。 除此之
外，今年以来，夏普在国内也
发起价格战争，抢夺了一众国
内彩电厂商的市场份额。
同样，奥克斯作为后起之

竞争加剧 万和电气多元化规模扩张
本报记者 许永红 童海华 广州报道

产权诉讼，其实实质是市场竞
争的结果，利用知识产权作为

秀，其线上零售额已经逼近格
力和美的排行第三。 而在
2017 年，格力也曾与美的互相
发起专利诉讼。
在业内人士看来， 家电

46.6 亿元。
“万和电气离家电行业的一线

市场竞争加剧

阵营越来越远。 ” 受访业内人士表
示，在品牌、产品、质量、技术、智能

浙商证券研报指出， 万和电
气 2017 年前三季度整体毛利率

亲民， 所以毛利空间不如这几个
品牌。 ”

电企业的市场竞争， 万和电气这
样的专业厨卫电器企业肯定会有

化方面， 相比于一线厨电企业以及

企业发起专利战也是家电行
业发展至今竞争方向的转

同 比 下 降 5.55 个 百 分 点 至
29.03%， 而下降主要受原材料成

另外，洪仕斌进一步指出，在
2010 年之前， 亲民产品更容易让

压力，前者在规模、渠道、品牌、产
品方面具有一定优势， 在竞争过

移。“家电行业在发展初期，
大家都是粗犷式经营， 这种

本上涨的拖累， 以及公司低毛利
低费用的 OEM、工程渠道等业务
占比的提升。
另一方面，相关研报显示，老
板电器 2017 年前三季度的毛利
率同比虽然下降 2.9 个百分点，但
仍高达 56%；另外，华帝股份的毛
利率也达到 44%。 两者的毛利率

大众接受，但随着生活水平提高，
中高端产品已经成为市场主流，
使得企业的市场规模迎来了快速
增长。
与此同时，海尔、美的等综合
性家电企业也对万和电气带来了
一定压力。 其中，海尔的厨卫产品
在 2016 年的营业收入就达到 190

程中胜于后者。
“万和电气距离家电行业的
一线阵营越来越远。 ”家电行业分
析师梁振鹏对记者分析称，“除了
品牌影响力之外，在产品、质量、
技术、智能化方面，不管相比于老
板、方太这样的一线厨电企业，还
是海尔、 美的等一线综合家电集

策略的特征是打价格战、营

远高于万和电气。
对此， 家电产业观察人士洪
仕斌向记者表示：“毛利率高低主
要与企业的产品定位有关系，老
板电器定位比较高端， 华帝偏中
端一些， 而万和电气的价格比较

亿元，同比增长 187.19%，毛利率
为 41.16%。 而美的早已布局热水
器等厨电产品， 小家电产品 2016
年的营业收入高达 433 亿元，同
比增长 22.11%，毛利率为 29.69%。
洪仕斌表示， 面对综合性家

团军， 万和电气与竞争对手的差
距逐渐拉大。 ”
梁振鹏认为， 一家小规模的
家电企业在市场上的风险是非常
高的， 因为根本没有办法与大型
综合性家电企业进行竞争。

为谋求更大收益以及新的发
展， 万和电气近年来持续加大投

2017 年 9 月， 万和电气公布
了一项重大投资决定， 拟以有限

本次投资合作， 有利于与前海基
金形成资源共享、 优势互补的合

资的力度。
2017 年 5 月， 万和电气发布
公告称， 拟以自有资金 2 亿元投
资入伙苏州工业园区睿灿投资企

合伙人身份以自有资金不超过 15
亿元参股投资前海股权投资基金
（有限合伙）（下称“前海基金”）。
而且， 该议案已经获得董事会审

作局面， 有助于为公司发现培育
先进制造领域优质项目、 加快转
型升级提供先机。
需要注意的是，万和电气的投

业（有限合伙），从而定向参与恒
大地产本次增资。
万和电气表示， 此举是公司
发展模式的探索， 通过与专业投

议通过。
万和电气入股前海基金的举
动引来了深交所的问询， 出资进
度、投资合理性是关注的重点。 截

资并非一帆风顺。 2017 年上半年，
万和电气参股的两家公司出现亏
损，其中广东揭东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下称“揭东农商行”）

资团队合作， 可以充分利用合作
方的专业投资管理经验和完善的
风险控制体系， 做强公司的投资
业务。
时隔三个多月， 万和电气又
宣告称， 计划使用自有资金不超

至 2017 年 6 月 30 日， 万和电气
的货币资金仅为 10.11 亿元。
从万和电气的回复来看，前
期需要支付的款项为 9 亿元，后
续 6 亿元出资款将分两次到位，
预计缴款时间为 2019 年 4 月和

净利润亏损高达 5.19 亿元。
万和电气表示， 股权资产较
期初下降 26.39%， 主要系投资的
揭东农商行在权益法下确认的投
资损益为 -4151.65 万元。 2017 年
中期业绩报告显示， 万和电气净

过 2.80 亿元进行银行结构性存款
和购买短期的低风险理财产品，
以获得稳定的投资效益。

2020 年 4 月。
万和电气称， 除了进一步提
高公司的资金收益率之外， 通过

利润同比下滑 7.20%，扣除非经常
性损益的净利润仅为 1.82 亿元，
同比下滑 20.44%。

综合家电集团军， 万和电气与竞争
对手的差距逐渐拉大。
针对公司发展动向等问题，
《中国经营报》记者日前致函采访
万和电气，截至发稿时，未获相关
回应。

多元化冲刺百亿规模
不过， 万和电气的百亿目标未

作为一家厨卫电器企业，万和
电气 2011 年上市时， 主要生产销
售燃气热水器、电热水器、灶具等
产品。 其中，燃气热水器是第一主
力产品，在当年营业收入中的占比
达到 38%。
时至 2017 年，万和电气营业收
入的产品构成主要分为生活热水和
厨房电器，在 2017 年上半年，两者

能如愿。万和电气 2013 年的营业收
入为 36.9 亿元， 时隔三年后，2016
年公司营业收入增长至 49.6 亿元，
仅为百亿目标的一半。 即使在 2017
年前三季度， 万和电气的营业收入
也只是达到 46.6 亿元， 同比增长
35%。 以这个增长速度估算，万和电
气 2017 年的营业收入约 67 亿元，

占营业收入的比重分别为 44.93%、
48.57%，合计达到 93.5%。
2017 年 6 月，万和电气提出了

离百亿规模仍有一定差距。
目标虽暂未实现， 但万和电气
并没有放缓扩张的步伐。 其先是在

以
“热水系统”和
“厨房电器”为驱动
的双子星战略，大力发展厨电产品。
记者了解到， 万和电气上市以
来的营业收入一直保持增长态势。
而在公司发展稳健推进之际， 万和

2016 年发力布局大健康产业，进军
净水领域；2017 年 5 月， 万和电气
与博世公司设立的合资公司合肥万
博电气有限公司、 广东万博电气有
限公司也正式迈入实际运营阶段，

电气对规模扩张的诉求也开始变得
愈发强烈。
根据公开报道，在 2013 年 8 月
举行的公司 20 周年厂庆日上，万和
电气原董事长卢础其曾提出“三年
内万和电气要实现百亿规模” 的目

预计电热水器年产能可达 400 万
台、热泵年产能达 10 万台、水箱年
产能达 15 万台，年生产平板太阳能
容量 100 万平方米。
从万和电气董事长叶远璋向媒
体透露的信息来看， 万和电气未来

标，而且是“想方设法都必须实现”。
彼时万和电气副总裁宫培谦亦透
露， 早前已向董事会提交了一份关

几年计划通过多元化、 智能化和国
际化来做大规模， 冲击百亿营收的
目标。而在多元化方面，万和电气将

于实现百亿目标的详细计划和推进
方案。

构建热水系统、厨卫电器、智慧家庭
三大板块。

投资动作接连不断

销战、渠道战，如今家电行业
发展得成熟饱和， 随着消费
升级， 家电企业开始注重产
品价值、溢价能力、产品创新
和技术研发， 竞争层次也提
升到了技术战、专利战、产品
战。 ”梁振鹏表示。
作为家电行业的领军企
业，海尔在知识产权领域的成
就更是令人称道。 2017 年 11
月 19 日， 国家知识产权局发
布了第 19 届中国专利奖评审
结果，其中海尔凭借“线性压
缩机技术”斩获了家电业唯一
的“专利金奖”。 同时，海尔还
夺得 2 项外观设计专利金奖、
5 项专利优秀奖，获奖总数达
到 8 项。 而这一切背后，是海
尔在全球资源整合、 海外专
利、国际标准制定、国家科技
示范四大层面的成就发挥了
重要作用。
洪仕斌也认为，家电企业
打专利战已经进入到纵深发
展阶段， 从某种程度来说，专
利是企业的命脉。 在国外，利
用专利战围剿竞争对手已经
很成熟，对专利的保护、上交
的专利费都很高，而中国还在
启蒙阶段，相信未来保护研发
成果的力度会越来越大，企业
竞争迈向更高层次也更有利
于行业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