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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轮抢占客厅战役已经打响。

这场由创维发起的客厅革命， 将使

“小客厅不能看大电视” 成为过

去———据权威标准， 以及更短距离看

更大尺寸的市场趋势，达到2.2米观看

距离即可选购55英寸健康云电视。针

对2013年元旦、春节市场，创维携七大

系列25款云电视新品上市， 而且几乎

每个系列均含有55英寸云电视。 一场

55英寸云电视普及风暴正汹涌来袭。

创维启动

高端品牌战略与产业转型

“创维高端品牌战略的提出，一

是为了推动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二

是随着国产品牌在技术等领域的积累

达到一定程度， 创维等国产品牌已经

具备了挑战外资品牌长期把持高端产

品市场的能力。”杨东文表示。

据了解， 以往42英寸及以上均价

较高的高端产品市场，日、韩品牌占据

很大优势，55英寸以上产品，外资品牌

更是占据七成以上的市场份额。 但随

着国产品牌的品牌形象、 技术实力和

供应链整合能力的提升， 加之日资品

牌近年市场份额大幅滑落， 以及在应

用技术等领域落后于国产品牌， 国产

品牌的确已经具备了向高端市场发力

的实力。

“今年以来，国内彩电市场再次

开始新一轮的升级换代的趋势越来

越明显，42英寸以上大尺寸液晶电视

是消费者的首选，这也为国产彩电品

牌进军高端市场提供了机会。” 杨东

文表示。“十一”黄金周，创维以55英

寸为核心的高端市场发力让创维进

一步提升了高端产品的销售占比。同

时，创维开始在60英寸以上的领域继

续冲击外资品牌的市场份额，并推出

性价比有明显优势的84英寸超高清

液晶电视。

除了借产品占领高端市场， 创维

也在做跨界合作的尝试：12月3日，创

维联合优朋普乐的 “直通好莱坞”宣

布正式上线， 让消费者通过创维云电

视可以直接观看好莱坞大片！而此前，

创维基于3D电视和云电视的技术储

备与布局和酷开网的建立， 基本解决

了影响云电视产业发展的片源问题；

而这次“跨界”的大手笔让创维真正

在云电视产业链上实现了长袖善舞，

以及商业模式转型的具有里程碑意义

的一次尝试。 创维数码董事局主席张

学斌认为，“产品结构升级其实是创

维销售战略转型的体现， 创维已从此

前 ‘竞争导向’ 转型为 ‘消费者导

向’，是跟着市场的节奏走。”

“客厅新标准”下

普及大屏云电视

针对2013年元旦、春节市场，创维

可谓来势汹汹：七大系列25款云电视

齐上市，即将打响一场云电视普及风

暴。

据权威标准，达到2.2米观看距离

即可选购55寸健康云电视。 因此创维

将这次云电视普及风暴的口号定为

“客厅新标准”。由此可见，产品布局

的重心是各系列55英寸健康云电视。

创维集团中国区域营销总部总经

理刘耀平表示：“坚持55英寸及以上

大屏云电视的推广， 通过产品系列升

级战役实现大板云电视的彻底转型，

继而巩固创维市场销售第一的领先地

位；凭借4K超高清技术、超大尺寸、直

通好莱坞、 云健康等树立优于合资的

高端品牌形象； 将大尺寸健康云电视

普及从城市推广到农村， 通过创维的

优势渠道将这场产品升级引向纵深发

展， 才能实现创维高端电视销售占比

与业绩的可持续增长。”

目前， 创维E780、E800A、E750A、

E700S、E600Y、E580F、E650E已布局终

端卖场， 几乎所有系列产品里都含有

55英寸云电视。 这些产品普遍特点功

能强大，除了搭载主流的不闪式3D技

术之外， 更提供了强大的硬件支持及

最新的Android4.0软件系统，可以轻松

实现云健康的体验，将健身房搬回家。

语音识别、 动作识别以及多屏互动大

大增强了用户互动体验， 而其无边框

的设计更是目前工业设计的最新标

准，给用户带来完全不同的视觉体验。

创维集团彩电事业本部总裁刘棠

枝认为：“客厅新标准，其实不仅只是

一种产品标准， 更多的是满足消费者

视听、 娱乐体验正逐步趋于完美的一

种进步与升级。这是一种生活方式。”

55英寸云电视

创维集团半年报显示，截

至

2012

年

9

月

30

日， 创维集团

营业额达

163.89

亿港元， 同比

增长

25.4%

。 旗下子公司深圳

创维———

RGB

电子有限公司

4-9

月国内市场彩电销售额

123.42

亿元，同比增长

20.4%

。

国内权威统计机构奥维咨询的

最新数据显示， 截至

2012

年

9

月， 创维液晶电视、

3D

电视累

计

12

个月的销售量在内地市场

占有率分别为

16.7%

、

26.7%

，

均排名第一。

创维集团总裁杨东文表

示 ，“在全球经济低迷的背景

下，创维实现了上市

12

年以来

最好的一份半年报。”他表示这

样的业绩， 得益于创维坚决落

实了高端品牌战略和彻底的云

电视策略。据悉，创维由于销量

明显超出年初的预测， 集团将

2012

财年彩电内销目标由

760

万台调升至

810

万台， 较年初

目标增长

15%

。 其中包括

420

万台

3D

电视及云电视，占比达

52%

，比上年度增长

212%

。

自从去年8月18日，创维在北京首发全球首

款云电视后，经过一年多的市场验证，云电视以

电视终结者的形象成为行业主流。在本次元旦、

春节促销中，创维集团以55E800A为主打，七大

系列25款云电视掀起全民云电视普及风暴。

本次促销活动主推的E800A系列以其强悍

的产品性能，好看好用又好玩，将为消费者带

来不一样的视觉体验。据介绍，创维55E800A在

工业设计方面采用目前最新款的无边框设计，

三面无边，视觉无限延展，是电视，更是一款极

致的艺术品，带来更大，更震撼的视觉冲击。在

硬件方面，采用双核CPU+双核GPU四核处理，

配合22G的内存，为其强大的性能奠定了基础。

在功能解决方案方面，真正从电视机最常使用

的看电视入手，解决消费者看电视碰到的各种

问题。

据调查统计， 很多消费者在看电视时存在

着这些烦恼：1、电视频道太多，精彩节目难找；

2、精彩电视剧不连贯观看；3、精彩节目广告太

多；4、 好看的节目忘记是哪个台第几集……针

对以上问题，55E800A利用SkyCloud云平台优

势，通过数据聚合引擎，打破了频道限制，将精

彩节目进行分类，有儿童喜欢看的少儿节目，妈

妈喜欢看的电视剧、生活、娱乐节目，爸爸喜欢

看的电影、体育、财经节目，还有老人喜欢看的

新闻、健康、科教节目，从此消费者再也不用为

频道太多找不到精彩节目发愁了。 数据聚合引

擎还可以把观众喜欢看的节目进行网络关联，

比如说：你正在看《爱情公寓》第10集，那么电

视会通过数据聚合引擎帮你聚合爱情公寓第1

集到最后1集， 就可以想看几集就看几集了；又

比如你在看“非诚勿扰”节目时，它就会联想你

是不是也喜欢看“我们约会吧”等这类节目。简

单的一个操作，就能打破电视台的节目限制，直

接入互联网世界。

本次元旦、春节促销活动，55E800A除了价

格的优惠外， 创维集团还为消费者准备了丰富

的礼品———价值几千元的SOUND� BAR�悬浮

音响，大屏幕搭载震撼音响效果，用客厅新标准

过大年。

成都商报记者 李林

创维

客厅新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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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厅新标准

买电视就选创维55E800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