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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电成本上涨销量下滑 康佳转型之路如何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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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飞分析称：“从美国公布的

性肯定会让下游的应用厂商变的

1300项产品清单来看，涉及LED产业

更加保守，注意风险，需求会有影

转型并不容易， 作为曾经的彩
电龙头， 康佳多年来陷入了业绩持
续亏损的困境。 2018 年 3 月 30 日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 -9728.49 万
元。而康佳实现净利润暴增 52 倍，与
其售出旗下资产有关。

所以这么值钱， 是因为它拥有一块
位于深圳市中心的老厂区地皮的开
发权。

的有85414020，85419000，90330020
等几个项目，属于工业中间品，需求市

响。 但上述几个代码直接限制的，
真的加上 25%的关税属于间接影

场主要是中国的 LED 应用产品生产

响，没有直接影响。 ”王飞表示。

据 2017 年 11 月 21 日深康佳
A 发布的公告显示， 拟将深圳市康

这背后的逻辑是在转型战略

《我们从未如此接近梦想》的公开信

晚，深康佳 A(000016)发布财报显示，
2017 年康佳集团实现营收 312.28 亿

下， 康佳迫切需要更多资金对新业

除了中美 贸 易 摩 擦 带 来 的
LED 板块股市震荡外，三安光电

在康佳内部员工流传，其中一句“
从
未如此需要涅 重生”或许表明了

元，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
润 50.57 亿元， 同比增长 5185.74%。

侨佳城置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称
“
康侨佳城”）70%股份作价 69.80 亿

务进行投入。 曾经在转型道路上不
断徘徊的康佳，终于打破了“守成”

企业，并非直接供消费者使用。 因
此，此工业中间品占出口比例很低，
仅约 LED 产业产值的 5%以内。 因
美国本土 LED 应用产品的生产

这家昔日巨头的转型决心。

值得注意的是， 财报显示扣除非经

元进行转让，据悉，康侨佳城公司之

企业很少， 直接出口至美国市场
的比例也就更低。 ”

“三安集团”） 将其持有的无限售
流通股 5500 万股（占本公司总股

对于公司是否会受中美贸易
摩擦的影响， 三安光电回复称：

本的 1.35%） 办理了质押式回购
交易业务。

“公司直接出口美国的芯片比例
不超过 5%，占营收比例较小。 在
美国基本没有生产工厂， 都是美

尽管三安光电表示：“三安集
团资信状况不错， 具有良好的抗
风险能力， 因自身需求进行股票

国以外的地区代工后销往美国，
目前美国方案还未制定， 暂无法

质押式回购交易业务。 未来还款
来源主要包括营业收入、 投资收

评估影响。此外，三安集成属于国

益及其他收入等， 具备资金偿还

家减税范围内企业。 ”

能力， 不存在平仓风险或被强制

“对三安光电来说多少会有
影响，中美贸易摩擦带来的不确定

平仓的情形。”但仍引起了外界关
于“看空”的质疑。

本报记者 郭敏敏 广州报道

2018 年开年之初， 一封名为

心态。

彩电业风口与洗牌
据第三方数据机构奥维云网

量下降的双重夹击，业绩低迷已不

时至今日， 彩电业务在康佳集
团中仍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据

（AVC）报告显示，在过去一年内，

2017 年财报显示，彩电业务全年实

彩电业全行业市场零售销量为

在行业整体不景气的情况下，

3.29 亿元，同比上涨了 72.02%。 康

现营收 119.95 亿元，毛利率则高达
16.11%，为集团贡献了 19.32 亿元利

4752 万台，同比下降 6.6%，创下了
2003 年以来的最大跌幅。 从 2016

彩电市场仍处于白热化竞争状态
中。 康佳不仅要面对海信、创维等

佳方面在接受《中国经营报》记者采
访时表示：“
彩电仍然是康佳的核心

润，仍是康佳赖以生存的支柱产业。

年开始， 作为彩电原材料的面板、

领先在前的国产巨头，还要面临小

产业，未来一年内，将加大投入升级

然而，彩电行业正遭遇 14 年来
最严寒冬。

集成电路到基础材料价格集体上
涨，彩电市场面临着成本上升和销

米、暴风等互联网电视的追逐。
在新技术浪潮的席卷下，康佳

安徽康佳为智能制造基地，推进设
备自动化、数字化、智能化。 ”

可避免。

大幅提高了集团技术研发费用，据
2017 年报显示， 全年研发费用达

多元化布局

4 月 4 日公告称， 大股东之一福
建三安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在彩电市场趋于饱和的现状

新能源、环保健康、互联网金融等所

2250 万美元获得映瑞光电科技 （上

对于康佳而言， 实现物联网仍

下， 传统家电巨头都在谋求转型。
康佳在沉寂多年之后，提出了转型

有新兴产业。
由于转型扩张目标较多，多元化

海）有限公司 36%的股权，进军 LED
上中游以控制成本。 但映瑞光电对集

是一段漫长的道路。 目前康佳推出
了云平台 Kilink，它不仅是连接康佳

2018 年 1 月 15 日，三安光电

确认为当期收益, 将对公司 2018

投资控股平台的理念，这在业内也
比较罕见。

发展曾引来业内外质疑。 针对质疑，
康佳认为以
“先布局再聚焦”为原则

团盈利贡献有限，时隔 7 年后，康佳
于 2017 年挂牌出售映瑞光电 22.94%

的产品，也可以联系其他品牌产品，
“这个是第一步， 但就智慧家庭来

发布了 2017 年业绩预增预告：
“
预
计 2017 年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

年第一季度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记者发现，截至 2017 年 9 月，

在 2017 年财报中，康佳表明改

打造产业格局，在前沿产业范围内寻

股权，却因没有找到受让方而停止。

讲，还要分几步走，难以一步到位。 ”

变了以往单一以硬件为主要盈利手
段的模式，确立了
“
硬件 + 软件”
“
终
端 + 用户”“投控 + 金融”的发展模
式和“科技 + 产业 + 城镇化”的扩
张思路。 除此之外，康佳的投资方向

找，再逐步确定产业范围。 对于康佳
而言，进入众多新领域更像是在
“
试
水”，通过投资一些企业来进行尝试，
若发现不符合发展方向就卖掉。
早在 2010 年业绩下滑时， 康佳

据 2017 年财报显示，在上述众
多新领域中，康佳首先在物联网上频
频发力， 先后花费 5.88 亿元和 4788
万元分别投资广东楚天龙智能卡有
限公司股份、 磐旭智能股份有限公

康佳方面表示。
苏宁金融研究院特约研究员江
瀚向本报记者表示，康佳作为传统实
业品牌， 在主营业务不明朗的情况
下，投资多个领域的产业，短期内或

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31.5 亿元 ~32.5
亿元， 同比增长 45.39%~50.00%；

三安光电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
助 3.96 亿元， 2014 年、2015 年、

几乎涵盖了当下热门的智能制造、

就开始走投资路线
“
曲线救国”，出资

司，作为在物联网领域的重要布局。

难以取得成效。

事实上，大股东华侨城一直是雄
厚的资本依托。原本资金链紧张的康
佳，通过卖地缓解了资金困境，并跟
随着大股东华侨城集团的步伐，在科

继康佳将康侨佳城 70%的股权
以 69.8 亿元转让给龙光地产后，3
月 28 日， 北京产权交易所披露，华
侨城将其所持有的康侨佳城 30%股

早在 2014 年 8 月， 康佳首次提
出转型口号不久，自建了昆山水月周
庄项目，截至目前累计获得收益 2.24
亿元。 据财报显示，2017 年 11 月，华

资 5.45 亿元， 产品线涉及智能手
机、智能硬件、物联网设备、机器人
等；当天，由宜宾华侨城公司负责的
三江口 CBD 中央商务区项目同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非后净
利润约为 26.3 亿元 ~27.3 亿元，
同比约增加 51.15%~56.89%。 ”
无论是业绩，还是“
行业龙头
企业”“
国家高技术产业化示范工
程企业”“
半导体照明工程龙头企
业” 的认定都直接或间接证明三
安光电是行业中的
“优等生”。 但

2016 年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
分别为 5.05 亿元、5.94 亿元和 5.02
亿元，占当期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净 利 润 的 比 重 分 别 为 34.54% 、
35.04%和 23.17%。 从数据不难看
出，计入当期政府补助的金额对三
安光电的净利润贡献较大。
据财通证券研究员赵 成 分

技产业地产领域也逐步扩张。
此前康佳和华侨城曾因为康佳
总部旧改项目而起纷争， 而后通过
二者合资成立康侨佳城而告一段

侨城集团以 12.3 亿元拿下四川宜宾
三江口 276 亩地块不久后，康佳与华
侨城共同出资建立了宜宾华侨城三
江置业有限公司 （简称“
宜宾华侨
城”），其中康佳认缴出资 1.2 亿元。

签约，该项目占地近 500 亩，总投资
额超过 100 亿元，康佳占股 20%。
与两年前康佳管理层的动荡和
纷争形成鲜明对比，康佳积极地向大
股东华侨城靠拢， 并得到了华侨城

析：“三安光电 2017 年归母净利
润 约 为 32.09 亿 元 ， 所 得 税 为
6.57 亿元，免税将增厚 2017 年净
利润幅度为 20.5%。 ”

泉州三安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收
到政府补贴的公告， 关于基础设

频繁地获得来自政府的大额
补助引起了外界对于三安光电真

落。 康侨佳城公司注册于 2015 年 1

份以底价约 30 亿元公开挂牌转让。
这起原本让康佳和华侨城争红了眼
的项目，最终以双方出让而结束。
康佳集团副总裁曹士平在接受
采访时表示，华侨城现在做
“
文化 + 旅

外界对三安光电这名“优等生”存
有质疑。
3 月 28 日至 4 月 2 日，三安
光电三次发布关于其全资子公司

月 13 日，总注册资本为 10 亿元，其
中康佳集团出资 7 亿元，占比 70%，

游 + 城镇化”，华侨城要求康佳也要做
“
科技 + 产业 + 城镇化”，所以康佳要

2017 年 12 月 18 日，康佳在宜
宾签订了智能终端产业园项目投

的资金和资源支持，康佳能否走出一
条成功的转型之路，与华侨城将密不

施及工程建设、 三安半导体科技
研发专项补助款共计 7.8 亿元。
三安光电表示：“其中三安半
导体收到科技研发专项补助 （科

实盈利能力的关注。 事实上，2013
年，《证券市场周刊》 也曾就政府
补助以及高价路灯订单等变相补
助对三安光电业绩的增厚， 进而

资协议，该项目占地约 124 亩，总投

可分。

技三项补贴经费）两亿元，收到时

提出对其盈利能力的质疑。

逐步转型科技产业地产

华侨城出资 3 亿元，占比 30%。

成为一家科技新城的开发运营商。

政府补助“依赖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