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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米美的联姻 格力高调砸场子

巨巨头头打打嘴嘴仗仗，，不不赌赌气气赌赌的的是是未未来来

本报讯 央行研究局首席经济
学家马骏等最新撰写报告预测，
2015年中国实际GDP（国内生产总
值）增速将略微放缓至7 . 1%,主要下
行压力来自于房地产开发投资的减
速，但城镇就业情况料保持基本稳
定。

央行网站刊登的该2015年中国
宏观经济预测报告并预计，明年中
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涨幅为
2 . 2%，出口增长加速到6 . 9%，经常项
目顺差与GDP的比值为2 . 4%。

综合

本报讯 12月15日有消息称，
港交所欲谋对策抢救滞销的港股
通，最快明年初与相关部门讨论争
取两大调整，一是撤销中国居民50

万元来港买股入场门坎；二是容许
中国股民来港买小盘股。

从11月17日沪港通推出，截至
12月12日恒指收于23249 . 20点，其间
恒指累计跌幅约达4 . 38%。20个交易
日内，沪股通平均每日成交额为
58 . 4亿元人民币，平均额度用量为
32 . 9亿元人民币，日均额度使用约
达25 . 3%。同期，港股通平均每日成
交额为7 . 57亿元人民币（9 . 46亿港
元），平均每日额度用量为4 . 77亿元
人民币，日均额度使用约4 . 5%。

据中国证券报

本报讯 根据中原地产提供的
监测数据获悉，截至11月底，20强房
企购地金额合计为2551亿元，与去
年同期的 4 7 4 0亿元相比，少花了
2189亿元，同比降幅高达46%。

数据显示，从今年4月份以来，
仅有9月份和11月份20强房企单月
拿地金额超过200亿元，其余6个月
均不足180亿元。而从2013年全年来
看，20强房企单月拿地金额无一个
月低于200亿元。从上述统计中可以
窥见，今年4月份，房价下降现象蔓
延至全国后，房企拿地态度开始急
转直下。

鉴于此，与三、四线城市看得见
的风险相比，房企更加愿意扎堆一
线城市和部分二线城市拿地扩张。
截至12月11日，中原地产市场研究
部统计数据显示，北上广深四个一
线城市住宅用地成交额首次突破
3300亿元大关，这意味着创下新的
历史纪录。

据证券日报

今年最后一个月，一场大戏上演，小米12 . 66亿元联姻美的，在智能家居
产业、移动互联网电商领域展开深度合作。对此，格力总裁董明珠放炮，称其
是两个骗子在一起，是小偷集团。

台前幕后，这又是一场怎样激烈的竞逐？美的为何钟情小米？业内人士
又如何点评这场隔空过招？

本报记者 韩适南

1992年，王玲从部队转业到青岛市外
国企业服务公司工作。想做一番事业的想
法在她的内心涌动，2004年，她放弃铁饭
碗，创建了青岛浩越网络工程有限公司。

十年来，当初创业的老人一个都没走，
有的六十多岁了，还在企业干。对于这一
点，王玲自己总结，“就是把公司当家来经
营，办一个健康的公司，做一个健康的人。”

拖欠工资这种事在王玲的公司从未发
生过；一旦成了公司的员工，劳动法规定的
一样不落；让员工享受各种福利，王玲的公
司一件都不少。王玲说，这些都是一个企业
为员工做的最基本的事，这样的企业才算
是一个健康的企业。

虽然是个民营企业，但王玲对员工舍

得花钱。公司每年拿出来30多万元专项经
费，让员工参加各类技术培训；每年拿出固
定的钱，让员工和家属去旅游；正式招聘的
员工，从工服到宿舍再到福利购房，她都在
为员工想着。

“我就是用百姓的心态做企业，百姓的
心态就是说，员工的事就是企业的事。”王
玲说，现在公司里有年轻人谈了恋爱，都要
带过来让她把把关。

一位员工在体检中查出患有重病。为
了救助这名患病员工，王玲联系了专家，垫
付了所有医疗费用，而且在员工住院治疗
期间全额发放工资，直到这名员工康复出
院。

“原来经常能看到过年的时候，许多农
民工打着横幅要工钱的场景，这让我很心
痛。”王玲说，如果一个企业家，连这点最基本

的诚信和人情都没有的话，那怎么能叫企业
家呢。王玲的公司，早期从事的是工程安装，
没有出现过农民工讨要工钱的事。

良好的信誉不仅让王玲收获了各方认
可，也让她的公司从工程安装转型为一家
集通讯工程研发、电力网络设计、计算机系
统集成和机房设计于一身的企业。

按照王玲的说法，有了以上这些，还
称不上一个合格的企业家。一个合格的
企业家，还要尽自己的社会责任。

今年云南鲁甸发生地震后，王玲向
灾区捐了钱，在此前的汶川地震和玉树
地震中，她同样带领公司上下捐钱捐物。
在一次考察项目的过程中，她在平度市
祝沟镇岔道口村看到许多农户因病返
贫，孩子因贫辍学后，她又为这个村捐了
医疗保险，为学校捐了学习室和电脑。

本报记者 孟敏

15日，公告一出，就意味着，这场被
业内猜测已久的“美米”合作终成事实。

如今，对美的来说，小米入股美的，风
果然来了。今后，围绕智能家居产业链全面
协同发展、移动互联网电商业务全面合作、
智能家居生态链、移动互联网创新的共同
投资等领域，“美米”将开展深度战略合作。

小米也对外称，此次投资堪称是小米在其
生态链建设中极其重要的一环。

就在董明珠炮轰“美米”联姻后，记者
连线美的、格力相关负责人。美的相关人士
表示，“这将会给家电行业带来新的冲击，
但美的很低调，不会轻易发表过激言论”。
格力方面则对此不予回应。

据了解，去年底，小米公司成立生态
链团队，主要负责投资智能硬件公司。雷
军曾说，希望用小米模式复制100家企
业，带动整个产业上下游共同成长。

截至12月初，小米已经直接或间接投
资了25家公司。如今，小米的很多明星产
品，如小米手环、移动电源、空气净化器等，
都来自小米投资的生态链旗下的企业。

美的方面，在今年发布的智慧家居
战略中，包括水、空气、营养健康和智能
安防四大领域。而小米的路由器、手机产
品将成为美的智能家电战略的核心中枢
产品，手机更是通用的“遥控器”。美的一
直缺少的电视业务，也是小米除了手机

之外的第二个主打产品。
而美的和格力在空调界是劲敌。按

照营收和利润排名，美的是国内仅次于
格力的第二大家电上市公司，覆盖了除
电视外的几乎所有白电、小家电、厨房电
器产品。

“双方‘黑白’互补的需求十分明显，
加上智能家电的发展需要黏附性很强的
粉丝运营，以进行用户的有效交互，这都
给小米联姻美的注入了强大的动力。”省
内一位家电行业人士分析了“美米”联姻的
深层原因，美的、小米两家的合作无论在战
略层面，还是产品层面的互补性都很强。类
似的还有海尔和阿里、苹果的合作。

“今后，智能家电是方向，即便出差
在外地，也可以对家里的智能家电实现
远距离控制。”上述业内人士介绍，小米
收购联芯科技除了布局手机业，还是要
开拓智能家电行业，而美的去年家电产
品销量达到2 . 5亿台，市场占有量巨大。
双方合作，将给智能家电市场带来颠覆
性冲击。

“传统家电行业的物流很强大。”上
述人士进一步分析说，美的的安得物流、

海尔的日日顺物流，都早早搭建了强悍
的配送体系，这也是吸引阿里入股海尔
日日顺、小米入股美的的重要原因之一。

而海尔与阿里达成战略合作协议，
也是意图双方在大件商品物流、大数据
分析等方面深入合作，将海尔日日顺打
造为一个开放性平台。美的转变为智慧
家居提供商，也意图将自己打造为平台
型企业，联姻小米有助于美的整个开放
平台的搭建。

美的与小米联姻，格力到底是真急
了还是不着急？

格力智能时代转身迟缓。掌握空调
的核心技术，这是格力引以为傲的。但今
天，传统家电制造业的挪腾空间越来越
有限。在智能化上，格力并无太多沉淀与
准备，直接导致在智能化转型这一局，身
为全球空调领军品牌的格力，落在了竞
争对手的后面。

前述人士以智能净水器为例，“不要小

看一台净水器，这很有可能是未来仅次于
空调的最有市场前景的智能家电单品”，而

“米粉”多是年轻人群，更加注重生活得科
技健康，这将是未来市场的主要用户人群。

也有专家预测，小米一向擅长顺势而
为，如果小米和美的真的做出一款智能空
调，超高性价比，硬件不赚钱，靠增值和软
件赚钱，直接挑战格力也不无可能。小米模
式的核心就是爆品战略，美米能否合作推
出一款爆品，将是重大挑战。

焦点三 格力到底急不急？

焦点二 互联网巨头入股家电企业图什么

焦点一 “美米”联姻，为“黑白”互补

王玲是青岛市政协委员，青岛市总商会副会长，前不久，她又荣获了
第四届全国优秀建设者称号。这个小微企业中的佼佼者平时很少抛头露
面，只是一心一意经营着企业。她的经营心得是，把公司当家来经营。

央行报告称

明年GDP增速7 . 1%

港交所或取消

港股通50万门槛

20强房企买地

少花近220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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拖欠民工工资不配称企业家

王王玲玲：：做做人人健健康康做做企企业业也也要要健健康康

董明珠参加2014中国企业领袖年
会上“放炮”，参会的各位大佬也各有
表态。

央视2013年度经济人物评选中，
雷董两人对赌10亿。

“小米取得了飞速发展，现在很多
企业包括联想都在认真学习他的模式。
最近他们遇到了麻烦，所以说在创造新
的业务模式，羊毛出在猪身上同时，也
要考虑尊重这个游戏规则。”

联想董事长
杨元庆

海尔CFO
谭丽霞

“今天很多企业，其实你不知道谁
是你的竞争对手。原来的时候，你很清
楚竞争对手就三个，包括后来的新进
入者是谁，无非就是这些，但今天不
是，谁能说明天阿里巴巴不能成为家
电颠覆者？”

——— 海尔微信公号15日表示，“别
的女人喷人家，看看我们这个女人怎
么说”，随后推出海尔CFO谭丽霞在年
会上的上述看法。

小米总裁
雷军

“小米是一个开放性的平台，我们
推崇的合作一直是不站队，不控制，不
排他，其实是一种开放式的合作态度。
我今天看到董总在这个台上讲的，感
觉董总好像认输了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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