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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季度家电零售额同比下降 3.1%
继“智能”
之后 企业又以
“健康”作卖点
本报讯 （见习记者 张诗欢 记者 许
素菲）日前，中国家用电器研究院和全国家
用电器工业信息中心联合发布《2019 年中
国家电行业一季度报告》，数据显示，一季
度，中国家电市场零售额规模为 1834 亿
元，同比下降 3.1%，多数传统品类家电产
品呈现下滑。
从渠道分布看，
尽管很多传统线下渠道
与线上销售渠道不断相互渗透，
但线下渠道
仍然是家电市场的主流渠道。线上市场方
面，
京东、
苏宁易购、
天猫几乎以三分天下之

势，占据了线上绝大部分市场份额，三者市
场整体份额合计为 95.7%。线下市场方面，
较早转型线上线下全场景覆盖模式的苏宁
易购，
以17.1%的市场份额占据第一。
家电行业状况如何？中国家用电器研
究院院长助理、
全国家用电器工业信息中心
执行副主任吴海涛表示，
在宏观经济增速放
缓、大家电增量市场基本饱和、房地产拉力
减弱等行业内外不利因素影响下，
2018年下
半年起，诸多品类出现了增长放缓甚至下
滑，
2019 年一季度，
行业总体运行状况延续

了上年四季度的低迷态势。具体来说，
主要
品类中，除空调实现小幅上涨外，彩电、冰
箱、洗衣机、厨电市场零售额均出现了不同
程度的下滑，
其中尤以历来竞争激烈的彩电
市场下滑幅度最大。
记者日前在市场调查中发现，在产品
同质化严重的家电行业，各大企业纷纷在
产品功能上下起功夫，有了高科技的加入，
一些传统品类家电也让人眼前一亮。
“小维小维，上海的天气怎么样？”在永
乐生活电器周浦万达店，一名导购向记者

演示起如何使用搭载 AI 技术的创维新款
电视机。仅仅过了几秒钟，
“小维”就给出
了图示和回答：
“上海今天多云转中雨，最
高温 22 摄氏度，最低温 18 摄氏度。”
“ 语音
唤醒”功能虽然在手机领域已经广泛普及，
但被用在电视上，还是让不少消费者感到
新奇。记者还了解到，近两年，消费者关注
的电视画质也有了新的突破。这名导购介
绍，采用 OLED 技术制造的 OLED 电视，画
面更纯净、亮度更高，显示运动画面无拖
影，并且机身轻薄能耗也低，是不少新电视

第 20 届中食展开幕 全球美食齐聚浦东
本报讯 （记者 王延）昨日，为期 3 天
奉上为期 3 天的金酒主题活动。芬兰的健
的第 20 届中国国际食品和饮料展览会（SI⁃
康零食品牌 Aarne&Elsa 携明星产品黑麦系
AL China）在位于浦东的上海新国际博览
列脆片、燕麦系列脆片来到中食展亮相寻
中心开幕，来自 70 个国家和地区的 4300 家
求商机。一家加拿大海产公司带来了牡
海内外参展商盛装亮相，预计将吸引超过
丹虾、六线鳕、裸盖鱼、红鲑等一系列产
11 万专业观众前来参展。
品，在本届展会实现了首秀。
据介绍，第 20 届 SIAL China 中食展共
除了琳琅满目的展品，专业而不失趣
有 8 大主题展区中，包括休闲食品展区、餐
味性的活动也是展会中不容错过的“必看
饮供应链展区、高端饮品及乳制品主题展
项目”
。
“美食厨房”和
“鲜生活”为观众带来
区、酒主题展区、国际冷链主题展区、功能
了色香味俱全的烹饪表演和激烈的烹饪比
性营养食品主题展区、综合进口食品主题
赛。葡萄酒创新论坛、中国国际葡萄酒及
展区和绿色农业主题展区。
烈酒品酒会则为酒行业人士提供了专业的
记者注意到，前来参展的既有食品农
交流和鉴赏平台。此外，展会同期还将举
产品发达的澳大利亚、新西兰、巴西、阿根
办中国精品茶叶冲煮大赛、巧克力世界等
廷、日本等国家，也有“一带一路”沿线国
活动。
家；既有 500 强龙头企业，也有各国中小企
“2019 年是 SIAL China 中食展意义非
业参展，可谓一场全球饕餮盛宴。展会现
凡的一年。”展会主办方相关负责人表示，
场，
观众可以品尝来自东南亚的热带水果、 “自 2000 年初次进入中国市场以来，中食
富含不饱和脂肪酸的鲜美肉制品、精工酿
展历经 19 年，从 1 个馆、不足千家参展商、1
造的葡萄酒、多元化创新性的乳制品……
万多专业观众，到 2019 年启用了新国际博
英国国际贸易部组织的展台上汇聚
览中心全部 17 个展馆，这也是人民日益增
了英国众多金酒公司和品牌，为参展观众
长的美好生活需求的具体写照。”

中食展上一展商带来的中华美食。

□本报记者 王延 摄

用户群体的选择。
除了“智能”，
“ 健康”也是家电市场的
一大卖点。例如，拥有健康功能的空调、区
隔保鲜功能的冰箱、分类洗涤的洗衣机等，
都针对不同消费者的需求，进行功能叠加，
做出改善。
业内人士认为，即将到来的“618”将是
家电市场二季度最大的促销节点，不过，参
考一季度的情况，今年“618”当周的线上市
场销售不会出现太高的增长，整体市场零
售额预计同比下降 5%-8%。

皖南旅游推介会
走进上海推线路
本报讯 （记者 欧莉）以“美好大皖
南、迎客长三角”为主题，皖南国际文化
旅游示范区近日在上海展示了其丰富
的旅游资源。黄山、池州、宣城、安庆四
市来沪对上海市民发出盛情邀请。
据介绍，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
是安徽旅游资源、
文化资源、
生态资源最
富集的区域，定位于打造美丽中国建设
先行区、世界一流旅游目的地和中国优
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区，以世界眼光和
高标准规划建设
“大黄山国家公园”
。示
范区范围包括黄山、
池州、
安庆、
宣城、
铜
陵、马鞍山、芜湖等七市，共 47 个县（市、
区），
其中黄山市、
池州市，
安庆市和宣城
市为核心区。现场发布了皖南世界遗产
之旅、
皖南诗意美景之旅、
古皖山水文化
之旅、文房四宝探寻之旅 4 条精品线，并
启动了百万门票 0 元抢的活动。
推介会还设立了旅游展区，
展出皖南
特色旅游商品，
如宣城带来了笔墨纸砚，
展示了其
“中国文房四宝之乡”
的魅力。

上海森林特种钢门有限公司
上海森林特种钢门有限公司创立于 1988 年，30 年来，公司从一家
地方小厂发展成为资产过亿的创新型综合性企业，成为上海市消防产
业诚信企业、上海市“五星级诚信创建企业”、上海市高新技术企业、联
合国采购指定供应商，旗下的钢制隔热防火门“安安”获 2017 年上海名
牌荣誉称号。公司在特种钢门的研发、制造与安装上闻名业内，先后
有多项产品成功申报国家专利，填补了业内空白，部分产品甚至超过
国际水平。
公司始终坚持“以质量取得客户信任，赢得行业客户认可，赢得市
场主导地位”。门窗系列、卷帘系列、特种产品系列等产品被广泛应用
于全国地铁、高铁、核电、医疗、高级住宅、高端写字楼酒店、购物中心、
超高层建筑、会展、电子工业厂房等城市的标志性建筑和国家级重大
工程，服务客户包括中国核电站工程、南极科考站、中国国家博物馆、
中华艺术宫、上海虹桥枢纽中心、上海 F1 赛车场、苏丹国际会议中心、
几内亚总统府等。
公司创始人、董事长凌惠明先后荣获浦东新区“先进生产工作
者”、上海市“新长征突击手”、全国农村“星火项目带头人”等荣誉称
号，并被聘为应急管理部消防产品合格评定中心公正性保障委员会委
员、国家消防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公正性保障委员会委员。

【公司精神】钻研、创新、
诚信
【公司文化】信任文化、责任文化、
思想开放文化、团结有爱文化
【公司使命】持续为全球市场提供安全、
有效的产品及解决方案
【公司愿景】中国高端建筑安全产品集成商

公司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祝桥镇
森塘路 2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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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021-58935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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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www.anandoor.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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