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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力 「怒懟」 奧克斯

互相監督有助行業「自淨」
6 月 10 日下午，格力電器突然通過其官方微博舉報奧克斯的數款空調產
品能效比和製冷消耗功率不合格，空調行業龍頭與 「後起之秀」 之間隔空
對戰愈演愈烈。
分析人士認為，格力與奧克斯的恩怨由來已久，在家電行業 「618 年中
大促銷」 之前舉報奧克斯，確實有一定策略在其中。但如果奧克斯的產品
確實有問題，那麼格力的舉報也無可指摘。目前，從奧克斯的回應來看，
並沒有拿出什麼有利的反駁證據，而格力方面似乎底氣更足。當然，最終
的結果如何還需要相關部門的認定。作為消費者來說，這種競爭對手之間
的互相監督，總是有好處的，對於行業來說也能起到一定的 「淨化」 效
果。
香港商報記者 伍敬斌

競爭對手早有恩怨
6 月 10 日，格力電器通過其官方微博，公開發布了
《關於奧克斯空調股份有限公司生產銷售不合格空調
產品的舉報信》。舉報信中稱：奧克斯空調股份有限
公司生產的多種型號空調產品，與其宣傳、標稱的能
效值差距較大。格力電器還委託第三方專業機構檢測
驗證，結論為奧克斯相關型號空調能效比和製冷消耗
功率不合格；並特別強調第三方檢測機構與格力電器
檢測結果一致，且格力電器實驗室已獲得 CNAS 認
可，具備檢測資質。此後，奧克斯方面稱格力的舉報
屬於 「詆毀」，是明顯的不正當競爭行為，並表示歡
迎監督。
對於此事，有不願透露姓名的業內人士在接受本報
採訪時表示，競爭對手之間的舉報在中國似乎並不多
見，這說明空調行業的競爭已經相當激烈。不過奧克
斯和格力之間的恩怨確實由來已久。
資料顯示，僅 2015 年到 2017 年，奧克斯被格力電
器起訴的專利侵權數量達十多個，且奧克斯多次敗
訴，並對格力予以賠償。格力電器董事長董明珠曾表
示，奧克斯存在向格力 「挖人」和 「偷技術」的行
為。此外，奧克斯憑藉價格優勢和線上線下兩輪驅動
的銷售模式也很快在空調行業異軍突起，超過海爾位
列行業第三。而根據奧維雲發布的中國空調市場銷售
數據，2018 年，奧克斯電商零售比達到了 28.57%，超
過了格力、美的、海爾等空調企業。毫無疑問，奧克
斯是格力的一個強力競爭對手，並且讓格力不厭其
煩。

格力勝算較大
由於雙方關係有如此淵源，所以奧克斯才會表示格
力此次舉報涉嫌惡性競爭。不過，受訪業內人士認
為，奧克斯到目前為止尚未拿出讓人信服的證據證明
格力的舉報內容是虛假的。企業對於這類指責是十分
重視的，如果手上 「有料」一定會第一時間拿出。雖
然結果如何還需要有關部門最後認定，但目前看來格
力比較有底氣。並且舉報競爭對手，對格力來說自身
也是很有風險的，如果操作不當，被別人抓住小辮
子，那就是偷雞不成蝕把米。所以，有理由相信格力
的勝算將會較大。
6 月 10 日晚，格力在微博亮出了四川省電子產品監
督檢驗所蓋章的報告，內稱奧克斯空調 8 款機型所檢
項目不符合標準要求。四川電子檢驗所所長張良龍表
示，的確做了相關檢測，對格力電器的送檢樣品的檢

測結果負責。公開資料顯示，四川電子檢驗所成立於
1975 年，是獨立的法人機構，上級主管部門是四川經
濟和信息化廳。有了第三方的檢測結果，目前看來似
乎格力的 「
勝算」確實較大。

舉報與營銷一舉兩得
當然，格力作為一個企業，並不是 「活雷鋒」，在
6 月 10 日這個日子發布對奧克斯的舉報，肯定是有其
策略在內。實際上，今年一季度，格力電器空調增速
已然受壓。第三方數據公司中怡康發布的 2019 年一季
度報告顯示，在線上商場零售額維度，格力僅排在第
三位，佔比還不到首位美的的一半；零售量維度，格
力空調零售量只有第二位奧克斯的一半，只相當於美
的三分之一多些。在線下商場，零售量維度，美的也
力壓格力佔居榜首。有論者認為，格力必須來一把有
力的 「
營銷」。
受訪業內人士認為，空調銷售旺季來臨之際，格力
的舉報對奧克斯確實有較大殺傷力，畢竟一周之後就
是 「618」 年 中 大 促 銷 ，格 力 此 舉 既 能 打 壓 競 爭 對
手，又是一個比較好的營銷手段。一般人潛意識認

網友站隊
為，敢於舉報競爭對手的企業，自身必然黑點較少，
加上人們總是對撒謊者厭惡而對揭穿謊言的人天然具
有好感，格力在消費者中間又會賺一波聲望。
不過，對於舉報者，只要舉報屬實，大家也不必去
揣測他的動機，這種舉報對於消費者來說總是好事。
不單是空調，電冰箱、洗衣機等大型家電行業都有標
稱與實際不符的情況。一家企業虛標，銷量比實標的
好，那麼很多實標的企業也會跟着虛標。這種劣幣驅
逐良幣的行為，將使得家電行業標準混亂，質量得不
到保障。對於民族企業的聲譽也將造成重大反面影
響。而像格力這種舉報有助於加強競爭企業之間的互
相監督，客觀上可以使得行業自我淨化，消費者也將
買得更放心。

▼一些網友認為，實名舉報是好事，消費者畢
竟是外行，如果造假是事實，應支持同行舉報。

格力奧克斯互懟經過
●10 日 16 時

●支持奧克斯

鄭堅江為奧克斯集團董事長。

格力電器官方微博高調舉報奧克斯生產銷售不
合格空調產品。

●10 日 20 時
奧克斯發布聲明回應稱，公司產品質量不存在
問題，並直言消費者向格力電器舉報奧克斯產品
問題，明顯不合情、不合理，漏洞百出。格力採
用詆毀手段，屬於明顯不正當競爭行為。對於格
力不實舉報，公司已向公安機關報案，並將向司
法機關提起訴訟。

●10 日 21 時 33 分
格力再度發聲，直接亮出相關產品檢驗報告。
稱已準備好充分證據供監管部門調閱，並視情況
適時向社會公布。

●10 日 21 時 41 分
奧克斯在官方微博回應 「鄭堅江說：歡迎監
督，共同營造民族品牌質量聲譽。」

●10 日 23 時 41 分
國家市場監管總局在網站表示，高度關注格力
實名舉報奧克斯銷售不合格空調事件，並表示已
於 10 日下午通知浙江省市場監督管理局對有關情
況儘快進行調查核實，將依據調查核實的結果依
法依規做出處置，並及時向社會進行公開。

術難度不大，難度大的是生態，怎麼建立起一個生
態？這是一個大事情，慢慢來。
余承東曾表示華為已經準備好了自己的作業系統，
兼容全部的安卓應用和所有的 Web 應用，相關安卓應
用在華為 OS 上重新編譯後，運行性能提升將超過
60%。他並表示華為手機作業系統將最快在今年秋天
面世。
隨着華為鴻蒙商標現身國家知識產權局商標局中國

▼也有不少網友認為，所謂的 「挖人」 無可厚
非，而且格力不是監管部門不應該公布檢測結
果，又當運動員又當裁判。

●11 日上午
中消協關注了珠海格力電器股份有限公司實名
舉報奧克斯空調股份有限公司生產銷售不合格空
調產品事件。
中消協有關負責人表示，此事關涉產品質量和
消費者權益，該協會對此高度關注。中消協注意
到，該事件已經引起廣大消費者的擔憂和不安，
也引起有關監管部門高度重視，該協會期待儘早
給出結論。同時，中消協呼籲相關經營者始終樹
立 「消費者優先」理念，為消費者提供品質可靠的
產品和服務，保障消費者合法權益。

百萬台手機測試華為自主系統
【香港商報訊】據環球時報消息，有消息人士透露
華為正用百萬台手機集中測試自己的作業系統。
有消息指，包括阿里、騰訊等大廠也都進入華為，
配合測試鴻蒙系統。
這一系統在內地市場被命名為 「鴻蒙 OS」，在海
外市場命名為 「方舟 OS」，該系統或將在 8 月或 9 月
推出。
任正非此前接受採訪時提到，做一個作業系統的技

●支持格力

商標網，華為自研系統一事漸漸浮出水面。根據網站
公布的消息，商標申請人為華為技術有限公司。初審
公告日期為 2019 年 2 月 13 日，註冊公告日期為 2019
年 5 月 14 日，專用權期限為 2019 年 5 月 14 日至 2029 年
5 月 13 日，共 10 年有效期。另外根據歐盟知識產權局
（EUIPO）公布的消息，華為尋求獲得 「華為方舟作
業系統」、 「華為方舟」、 「方舟」和 「方舟作業系
統」的商標專利。

●中立態度
▼更多網友表示，結果出來以前，選擇搬小板
凳吃瓜。

▼同時，有網友表示，對消費者來說，調查結
果比舉報的 「動機」 重要，如果行業內確實存在
類似的 「潛規則」 ，那麼有關部門應加強監管。

內地油價重返 「6 元時代」
【香港商報訊】昨日 24 時，內地成品油新一輪調價
窗口開啟，下調本輪成品油價。
據國家發改委網站最新消息，根據近期國際市場油
價變化情況，按照現行成品油價格形成機制，自 2019
年 6 月 11 日 24 時起，內地汽、柴油價格每噸分別降低
465 元和 445 元。按照這個價格折算，折升價 92 號汽
油每升約下調 0.36 元，按照油箱為 50L 的普通家用車
計算，加滿一箱 92 號汽油將少花 18 元左右，本輪成

品油價下調幅度也創下今年來跌幅新高。這就意味
着，內地大部分地區的 92 號汽油價格將重新回到 「6
元時代」。
2019 年至今，內地成品油已經迎來 12 次調整，其中
上調 8 次，下調 3 次，擱淺一次。統計來看，算上這
一次的調價幅度，今年來，汽油總計上調了 385 元/
噸，柴油總計上調了 390 元/噸。
在本輪調價周期內，國際原油價格波動劇烈，曾一

度連跌 4 天，而隨着近來美國墨西哥的貿易關係的緩
和，油價才得以重新恢復部分上漲，但相比上一輪內
地成品油調價，國際原油價格仍有較大幅度下跌。目
前全球的貿易局勢以及全球經濟增長的悲觀預期仍將
持續對油價形成打壓，但與此同時，近來俄羅斯在原
油減產態度上的軟化，或預示着本月到期的減產協議
很大可能將繼續延長，這又給油價上漲提供了動力，
接下來的國際原油市場仍有較大變數。

乘用車銷量連續 12 個月下跌
【香港商報訊】據中國汽車流通協會汽
車市場研究分會（乘聯會）公布的最新綜
合銷量數據統計顯示，5 月份內地狹義乘
用 車 市 場 銷 量 達 158.2 萬 輛 ， 同 比 下 降
12.5%，環比增長 4.8%，1-5 月累計銷量
達 818.7 萬輛，同比下降 11.9%。
廣義乘用車方面，5 月零售銷量 161 萬
輛，同比減少 12.5%，連續第 12 個月同比
下跌。
今年以來，中國汽車產銷量延續了 2018
年以來的負增長，同比降幅達到兩位數，

許多車企出現銷量和利潤雙降。5 月底，
乘聯會預測 6 月整體乘用車市場批發量
159 萬輛，同比萎縮 13.3%。
乘聯會分析稱，近期部分行業運行壓力
大，也影響了居民的消費信心。由於上半
年零售逐月下滑太快，6 月的半年衝刺會
相對克制。
乘聯會表示，下半年環境複雜，經濟和
政策彈性空間較大，建議廠家壓低短期產
銷目標，靜觀環境與政策變化，隨後合理
修正年初的計劃。

5 月份乘用車綜合銷量數據
轎車

MPV

SUV

狹義乘用車

微客

廣義乘用車

5 月份銷量
4 月份銷量
同期銷量
環比
同比
累計銷量（1 月-5 月）

同期累計銷量
同比
單位：輛 ， 數據來源：乘聯會

雄安投 14.4 億
新建悅容公園
【香港商報訊】雄安新區公共資源交易中心昨
日發布《悅容公園項目勘察設計招標資格預審公
告》和《容東城市公園項目勘察設計資格預審公
告》。公告顯示，雄安新區將新建悅容公園，項
目位於容城縣城以東、容東片區以西、起步區和
榮烏高速以北、津保城際鐵路以南。項目建設總
投資約 14.4 億元，總面積約 2.16 平方公里。建設
資金來自政府資金，出資比例為 100%。
而容東城市公園項目位於容城縣城以東、榮烏
高速以北、津保城際鐵路以南、張市村以西。建
設資金來自政府資金，出資比例為 100%。
悅容公園項目建設內容包括：新建公園 1 座，
包括土建、水系、景觀工程，構建容東片區西側
生態綠廊等，包括但不限於：綠化栽植、園路系
統、公園地形、景觀橋樑、水景水系、景觀建
築、廣場鋪裝、景觀小品、澆灌系統、弱電系
統、地下設施、城市家具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