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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力复工率逾 9 成积极切入内需

民生、5G 等需求

安力积极进行市场多元布局，锁定

中国内需市场，目前中国厂复工率已逾

9 成，并积极切入包含民生、5G 光纤、

服务器、电动车等市场领域，继重庆厂

完成扩厂后，浙江新厂已投入兴建中。

安力 2019 年营收 14.68 亿元，税

后纯益为 1.54 亿元，年减 14.23%。

安力董事长许振焜表示，制造业出走东

南亚，在中国的生产事业要保有毛利率，

多从导入智慧工厂与制程延伸两方向着

手，另外，由于中国未来势必倾全国之

力，建立半导体生态链，安力近几年投

入精密加工技术，将运用该加工技术，

跨入半导体产业。

安力 2019 年完成重庆二期厂房建

设，增加粉体涂装生产缐，抢占视觉系

统市场外，为进军汽车零部件市场做准

备，主管表示，看准 5G 相关产品未来

庞大需求，近期在浙江湖州取得面积

100 余亩的设厂用地，并通过电着涂装

及蚀刻制程相关的环评报告，已进入兴

建阶段。

邦德激光深耕台湾 S、X 两大系

列光纤激光问世

随着中国台湾激光钣金切割市场发



13NEWS 新闻

2020.3  金属板材成形

展方兴未艾，2019 年在中国激光产品

出口台数，拿下榜首的济南邦德激光，

不仅致力专注全球智能化激光设备研

发，日前更看准台湾发展潜力，在台成

立子公司，并发表 S 系列高功率光纤激

光切割机，及 X 系列光纤激光切管机，

在全球肺炎疫情肆虐下，更有多台成交

实绩在手，吸引业界瞩目。

济南邦德激光台湾子公司——邦德

激光总经理王子文表示，科技创新一直

是济南邦德激光发展的核心理念，目前

邦德激光不仅拥有多项专利，更凭借独

特设计理念和精美外观，2018 年获得

有设计界奥斯卡之称的红点设计奖和 iF

奖，向全球展示卓越的设计能力。

总经理王子文表示，济南邦德激光

在全球激光切割品牌中，以独特的光纤

切割技术脱颖而出，不亚于欧美品牌，

其搭载BodorGenius自动调焦激光头，

提高了切割精度和成品质量，亦扩大了

切割范围，且辅以铸铁床身有超高稳定

性，铸铝横梁轻便灵活，让其设备有更

高的韧性和延展性。

邦德激光总经理王子文指出，邦德

激光虽在台湾业界中，不是新品牌，但

如今在台设立子公司，就是展现邦德激

光深耕台湾的决心，S 系列高功率光纤

激光切割机，和 X 系列光纤激光割管机

的推出，立即接获北部钣金加工厂购置

S402012kW 光纤激光切割机，及中部

机械钣金厂购置 X260A2kW 切管机。

海立电器为日韩客户寄送防疫口

罩 5 万余只

3 月 6 日，海立电器及时启动为日

本、韩国、欧美等地的客户寄送口罩的

工作。寄送的物资的箱子上有只有一句

简单但铿锵有力的口号：“Wetogether，

坚定的和客户一起，共抗疫情，一起努

力！”截至目前，海立电器已累计向海

外客户发送 5 万余只口罩。

突如其来的新冠病毒，引发了一场

全球性的危机，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

争，现在仍然是危险的时刻，医务人员

在前线还在进行着最危险、最关键的战

斗，但是我们坚信，只要我们做好个人

的防护，疫情终究能得到控制，我们一

定会迎来健康美好的生活。

当前，海立也在努力的恢复产能，

满足客户需求是海立的责任，海立始终

坚定信念，成为客户最信赖的合作伙伴，

成为压缩机行业的领导者，我们贡献出

一部分口罩给贵司，和贵司一起加油，

战胜疫情。

惠而浦宣布全面布局新能效产品

线

惠而浦 3 月 17 日举办 2020 新品

线上发布会，发布了两款空调新品，新

产品在苏宁易购及苏宁全国门店、天猫

等渠道预约发售。并宣布在行业内率先

全面布局新能效产品线，在未来 1 个月

内推出 10 个系列 20 款新品空调，能效

标准均超新国标 1 级。

康佳 10 亿重金再造存储芯片产

业园

康佳存储芯片封测产业园项目 3 月

18 日举行开工仪式。该项目由康佳集团

旗下芯盈半导体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投资建设，预计总投入约 10.82 亿元，

主要从事存储芯片的封装测试及销售，

计划年底前投产达效。

海信 8K 画质芯片已商用 2020

年正式量产

3 月 18 日海信视像公布了 85 英

寸 8KPro 双屏电视 U9，售价 79999

元。未来两年，海信将加推 6 款画质和

AI 芯片，自主画质芯片应用率将超过

90%。2021 年，海信将量产 8K120Hz

画质处理芯片、AISOC 智能语音芯片、

AI 视觉 SOC 芯片等。

长虹公司向捷克捐首批防疫物资

长虹公司 3 月 19 日发布，捷克防

疫物资奇缺向公司求援，即刻安排欧洲

公司从自身生产防疫物资中为当地政府

提供首批口罩。据悉，3 月 13 日起，

长虹公司陆续向意大利以及南亚、澳洲

等国家和地区提供了医用口罩、N95 口

罩等防疫物资。

格力旗下家电公司经营范围新增

消毒器械

3 月 19 日，格力电器旗下全资持

股公司石家庄格力电器小家电有限公司

发生经营变更，新增消毒器械。该公司

成立于 2011 年，经营范围包括电饭煲、

电风扇、干衣机、电热水器的生产、批

发、零售等。由格力研发的针对新型冠

状病毒的空气净化器日前正在向武汉金

银潭医院和泰康同济医院运送，第一批

共有 60 台，在疫情未完全结束之前，

还会陆续发放。这款病毒净化器在 3 月

18 日就已经上线格力商城，售价为 1.2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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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科电器参股纯米科技布局多品

类战略

飞科电器 3 月 20 日公告称拟投资

2986.86 万美元，取得纯米科技 15%

的股权。此举有助公司实现专注于小家

电领域内同心多品类战略，完善个人护

理电器、生活电器、厨房电器小家电产

品链。

创维数字 2019 净利润同比大增

90.6%

3 月 24 日，创维数字披露年报，公

司 2019 年实现营业总收入 89 亿，同

比增长 9.2%；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 6.3 亿，同比增长 90.6%；

每股收益为 0.61 元。报告期内净利率

为 6.9%，较 2018 年提高 3.0 个百分点。

美的以 7.43 亿元成为合康新能

控股股东

3 月 26 日，美的集团发布公告拟

通过子公司美的暖通以协议方式收购合

康新能控股权。全面数字化和全面智能

化已经成为美的集团核心战略，此次收

购也是在这一战略背景下扩大对工业互

联网领域渗透与布局。

海尔中央空调发布磁悬浮空调标

准

3 月 26 日，海尔中央空调举办了

2020 年物联生态战略线上发布会，采

用直播方式，由海尔联合中国标准化研

究院等 13 家企业单位共同起草的《磁

悬浮水冷式冷水（热泵）机组技术要求》

也同时发布。目前，这是中国首个磁悬

浮空调标准。

长虹美菱 2019 年净利润增加

46%

3 月 27 日，长虹美菱发布 2019 年

财报显示，全年营收 165.53 亿元，同

比减少 5.3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5644 万元，同比增加 46%；向

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5 元

( 含税 )，共计派发现金红利 5222 万元。

京东成立新公司经营医疗器械销

售

3 月 25 日，无锡京东乾丞贸易有

限公司成立，注册资本 2000 万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为京东零售集团电脑数码事

业部总经理任涛，经营范围包括第二类

医疗器械销售、卫生用品和一次性使用

医疗用品销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

备批发等。

国美零售、拼多多发 5 亿消费大

礼包

3 月 31 日～ 4 月 1 日，国美零售

与拼多多共同宣布将于启动“超级品牌

日”。双方联合了包括海尔、华为、美的、

格力、索尼等众多台湾外知名品牌，覆

盖家用电器、电脑办公、数码 3C 等近

10 个品类的 6000 多款精选产品。首期

将发放 5 亿元消费大礼包。

三星 LG 向越南调遣 430 名工

程师

据外媒最新消息，三星电子和 LG

电子的子公司将向疫情相对较轻的越南

派遣总计 430 名工程师，以支持各自电

子工厂的运营。另外，越南政府已决定

免除韩国员工为期两周的强制自我隔离

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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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L 重组后首年净利下滑 17%

3 月 30 日晚间，TCL 科技交出了

重组后的首份年报。年报显示，2019

年 TCL 科技备考口径完成营业收入

572.7 亿元，同比增长 18.7%；净利润

35.6 亿元，同比增长 0.53%; 其中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26.2 亿元，同

比下降 17%。

3 月 31 日，TCL 科技在深圳召开

2019 年度业绩交流会。董事长李东生

表示：“2019 年，由于供给集中释放

和需求增长放缓，全球半导体显示行业

进入寒冬，面临巨大的盈利压力。”

奔驰更改“隔离”LOGO，呼

吁大家保持安全距离

日前，由于疫情在全球蔓延，奔驰

更换了其媒体账号的头像，更改为新的

特别版 LOGO，将三叉星和圆环分离，

以此来呼吁大家保持安全距离并呆在家

中。随后，迈凯伦也更换了“隔离”版

LOGO，突出了单词“CARE”，提醒

大家注意安全。此前，大众和奥迪率先

将 LOGO 分开，希望大家能够保持社

交距离，随后各企业都相继效仿。

特斯拉宣布加州、纽约两工厂临

时停产

特斯拉（TSLA.US）于周四美

股盘后宣布，在当地“就地庇护令

（shelter-in-place）”要求下，将

暂停其位于加州弗里蒙特的汽车厂和位

于纽约州布法罗的太阳能电池板厂的生

产，其他工厂设施将继续运行。

诺基亚 43 英寸电视即将上市

印度电商 Flipkart 预告，第二款诺

基亚电视 43 寸型号即将上市。新款电

视采用三边超窄设计，JBL 定制扬声器，

搭载 Android9.0 系统。这款电视还具

DTS、杜比环绕音效，谷歌语音助手等

特性。价格据说会在 30999 卢比（约

合 2925 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