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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要点   

＃summary＃ ⚫ 需求：黑电行业过去五年增长平平，移动端冲击国内市场让户均保留率下降。

全球市场，2015-2019 年，液晶电视机出货量持续平稳，CAGR 为-0.1%。中

国市场，2016-2019 年，彩电零售量 CAGR 为-1.6%。受移动端普及冲击，2018

年，中国户均保有量为 2013 年以来首次下降，每百户 119.3 台，同比下降 2.4%， 

⚫ 供给：黑电上游供给端出清，均价开始长周期上行。2015-2019 年，全球电视

机均价下行周期。随着日韩厂商逐渐退场，供给端出清，行业格局出现长周

期改善。需求依然存在，屏价将上行，带动彩电均价回升，2020 年周期见底。 

⚫ 面板屏价上升传导给消费者，唯一布局上游面板的 TCL 将更从容应对。通常，

企业在春季、秋季新品定价时，借助出新品，把屏价变动部分转移给消费者。

有上游 TCL 科技旗下的华星光电支持，主要精力可以放在优化产品结构，提

高高端产品占比，借助屏价上移带动 ASP 上升。 

⚫ 夯实主业，TCL 电子在黑电企业中一枝独秀：以高性价比加速海外扩张，以

新营销方法扭转国内局面。量上海外持续高增长，2015-2018 年 TCL 电视整

体出口量 CAGR 为+31%，2019 年 TCL 品牌出口量+26%。2020 年虽然受到

疫情冲击，海外市场，一季度海外销量同比正增长；二季度，海外 TCL 品牌

出口量+40%。中国市场，公司一季度电视机销量整体下滑近三成，但二季度

业绩逐渐好转，中国市场 TCL 品牌的电视机销量同比提升 13%。2019 年，

TCL 品牌电视机在全球市占率第二名，全球市占率 13%，仅次于三星，在中

国市占率第四名。 

⚫ 转向多元化，TCL 电子做电视+手机+平板的消费电子。通过资本运作，从过

去的黑电综合体，转向自主品牌黑电+手机+平板的多元化企业。产品端，TCL

电子将新增手机、平板、智能可穿戴设备等新品类；收入端，收入结构更多

元，增多发展赛道；业务端，剥离代工，将使公司更专注运营自品牌，扩大

海外市场的品牌效应，促进通讯业务发展。根据我们的推算，剥离代工、纳

入通讯后，2019 年毛利率将由实际值 17%提升至 20%。 

⚫ 主业梳理清晰，TCL 电子估值有修复空间。TCL 电子从过去的黑电综合体，

转向自主品牌黑电+手机+平板的多元化企业，纳入新业务+ASP 进入上升周

期，初步估算，收入未来三年 CAGR 有望上升至+20%~，由于旗下互联网业

务比主业增速更快、占比逐渐提升，带动利润率逐步提升，扣非归母净利润

CAGR 在~+20%。参考黑电行业可比估值，估值和业绩增速匹配，TCL 电子

合理扣非估值为 20 倍左右，8 月 18 日收盘价下 TCL 电子对应 2020 年 wind

一致预期扣非归母净利润在 15 倍左右，尚有提升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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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正文 

1、行业：全球出货量稳定，中国市场规模增长乏力 

1.1、中国彩电进入存量时代，零售价整体下行 

⚫ 近况：6 月，液晶电视机总销量实现双位数增长 

2020 年初受疫情影响，中国液晶电视机销量同比去年有所下滑。2 月，总销量同

比下滑 38.5%，之后 3-4 月降幅收窄。5 月，同比增速扭负为正，为+2.2%；6 月

总销量同比增速升至+10.5%。目前，液晶电视机总销量已恢复至去年同期水平。 

 

从内外销角度来看，中国液晶电视机以外销为主、内销为辅，海外市场对于中国

企业来说更为重要。2019 年，内外销量分别为 5356 万台、9342 万台；2015-2019

年，中国液晶电视机内、外销量 CAGR 分别为+1.13%、+7.09%。近期来看，液晶

电视机外销量显著高增，6 月同比增速为+15.7%，拉动液晶电视机行业回暖。 

 

图 1、中国液晶电视机总销量及同比增速 

 
资料来源：产业在线，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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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中国液晶电视机内外销量及同比增速 

 
资料来源：产业在线，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 零售端：彩电市场进入“存量时代”，线上渠道占比过半 

2016 年以后，中国彩电市场进入存量博弈时代，零售市场规模增长乏力。2019

年，中国彩电零售量为 4772 万台，同比-2.0%；零售额 1340 亿元，同比-11.2%。

同时，产品需求有所下降。2018 年，中国彩电百户拥有量 119.3 台，同比下降 2.4%，

为 2013 年以来首次下降。 

 

图 3、中国彩电零售量显示目前已进入存量时代 

 

资料来源：奥维云网，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液晶普及时代 财政补贴 智能转换 存量时代 

CAGR: +3.2% CAGR: +5.0% CAGR: +1.6% CAGR: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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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2018 年，中国全体居民彩电每百户保有量下降 

 
资料来源：国家统计局住户调查办公室，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分渠道来看，中国彩电零售渠道主要依靠线上。奥维云网数据，2020 年 7 月，彩

电线上零售量、零售额占比分别达到 78%、65%。相比 2019 年 7 月，线上渠道占

比呈上升趋势。 

 

图 5、中国彩电分渠道零售量占比 图 6、中国彩电分渠道零售额占比 

  
资料来源：奥维云网，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 价格：彩电零售价下行，滞后屏价 1-2 个月 

2016 年以来，中国彩电零售均价呈下行趋势。奥维云网数据，2019 年彩电零售均

价为 2735 元，同比-2.6%。近期，2020 年 6 月，彩电零售均价 2563 元，同比+4%，

恢复至 2019 年同期水平，这主要是受屏价上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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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中国彩电零售均价（单位：元） 

 
资料来源：奥维云网，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上游屏价变动直接影响整机零售价格，整机价格基本滞后其 0~2 月。季度平滑后，

滞后期大约为 1 季左右。2020 年 6 月，32 寸液晶面板价格环比+6.1%，预计影响

之后 1-2 月，彩电零售均价将有所回升。 

 

图 8、中国彩电零售均价环比滞后于屏价环比 0-2 个月 

 
资料来源：奥维云网，Wind，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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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中国彩电零售均价环比滞后屏价 0-1 季 

 
资料来源：奥维云网，Wind，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面板行业呈现较强的周期性，其价格一般受市场供求关系影响。2016 年，韩国和

日本面板厂商大幅关厂，三星显示和乐金显示退出了 7 代以下 LCD 产线，市场供

不应求，价格上涨。2017Q3 之后，大陆新建面板产能大量投放，行业供过于求，

价格持续下跌，直至 2019Q4 价格触底。 

 

中国厂商的 LCD 产能占据全球过半份额，三星、LG 等老牌 LCD 面板厂压力很大，

三星公司旗下的 SDI 在 2020 年彻底关闭位于中国、韩国的 LCD 面板厂。与三星

类似的还有 LG 电子，今年初 LG 旗下的 LGD 显示公司也宣布韩国境内的 LCD

面板厂停产。面板供给大幅下降，需求依然存在，价格触底反弹。 

 

图 10、片板价格呈周期变化（单位：美元/片） 

 
资料来源：Wind，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降价 反弹 涨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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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全球电视机出货量平稳，零售均价下滑 

⚫ 全球液晶电视出货稳健，亚太、北美为主要市场 

全球液晶电视机出货量保持平稳，2015-2019 年 CAGR 为-0.12%。预计受疫情影

响，2020 年销量有所下滑，statista 预测 2020 年全球液晶电视出货量为 202 百万

台，同比-6%。分地区来看，亚洲、北美地区全球电视机销量排名前二。 

 

图 11、全球液晶电视出货量及同比增速 

 
资料来源：Statista，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图 12、世界电视机分地区销量（单位：百万台） 

 
资料来源：Statista，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 全球电视机均价下降，美国跌价幅度小于中国 

全球电视机均价逐渐下行，2015-2019 年 CAGR 为-5.49%。分地区来看，美国电

视机均价高于中国，且均价下跌幅度低于中国。中美两国 2015-2019 年均价复合

增速为-5.29%、-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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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电视分地区均价（单位：美元） 

 

资料来源：Statista，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1.3、中国竞争格局稳定，市场分散 

全球电视机主流品牌为三星、LG、TCL。分品牌来看，2013-2019 年，三星、LG、

TCL 的全球出货量 CAGR 为-0.04%、-0.06%、+5.75%。三星、LG 基本保持平稳，

而 TCL 则保持增长势头。 

 

图 14、全球液晶电视分品牌出货量（单位：百万台） 

 
资料来源：Statista，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分地区来看，中国市场的前五品牌中，海信、创维、TCL 市场份额稳定。美国市

场前三品牌排名每年一变动，2019 年为三星、TCL 和 VIZIO。此外，相对美国，

中国市场较为分散，不如美国竞争格局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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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中国分公司零售量市场份额 图 16、中国 CR3 零售量市场份额变化 

 

 

资料来源：Statista，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图 17、美国分品牌零售量市场份额 图 18、美国 CR3 零售量市场份额变化 

 
 

 
资料来源：NPD，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2、TCL 电子是运营电视机与互联网业务的国际化企业  

2.1、提供“电视机+轻资产服务”的国际化企业 

⚫ 传统主业为彩电生产销售、搭载轻资产互联网业务运营 

TCL 电子于 1999 年在港股上市，经过了 20 多年的发展，如今成为全球领先的电

视机企业，销售网络遍布全球。公司主要传统业务为生产、销售彩色电视机、智

能家居产品以及提供互联网平台运营服务。 

 

公司拥有 TCL、ROWA、Thomson 等电视机品牌，主要销售 55 寸以上的智能电

视机。公司深耕海外市场 20 年，秉持全球化战略布局，进入了北美、欧洲、新兴

市场，并在墨西哥、越南、波兰、印度及南美等地设厂，扩充全球产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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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还大力发展全球轻资产业务。2017 年创立深圳雷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雷鸟网络科技），其主要从事“雷鸟”品牌智能电视的研发、生产及销售，并

负责 TCL 电子及其控股子公司在全球范围内的智能电视终端平台运营。海外市场

则与 Roku、Google 及 Netflix 等互联网企业展开合作，运营全球轻资产业务。 

 

图 19、TCL 电子传统主业的发展过程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 民营控股的国际化企业 

A 股上市的 TCL 科技为 TCL 电子的原母公司，创立于 1981 年，2020 年 2 月 7

日由“TCL 集团”更名为“TCL 科技”。2019 年之前，通过 100%持有 T.C.L.实业控

股（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TCL 实业）间接控股 TCL 电子。 

 

目前，TCL 控股为 TCL 电子的最终控股公司。2019 年，TCL 科技进行战略重组，

剥离了终端业务及配套业务，转让持有的 TCL 实业 100%股权，受让方为 TCL 实

业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TCL 控股）。由于 TCL 控股的主要股东为 TCL 科技

的管理层，TCL 科技仍为 TCL 电子的关联方。 

 

TCL 实业为公司的大股东，持有 53.33%股份（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第二

大股东为 Zeal Limited，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其持有 TCL 电子 14.76%股权。 

 

TCL 电子持股多家公司，其中全资子公司 Moka International Limited（茂佳国际集

团）负责电视机代工业务（ODM），本次交易后即将剥离出 TCL 电子；控股的雷

鸟网络科技由 TCL 集团、TCL 电子及其员工共同出资设立，之后引入了腾讯的战

略投资，TCL 电子对雷鸟网络科技持股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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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0、公司控股股东为 TCL 实业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注：持股比例时间点为 2019 年 12 月 31 日，茂佳国际将于 2020 年剥离 

 

⚫ 电视机业务：产品丰富，多国市占率位列前三 

公司传统主业为电视机业务，占到几乎全部收入和利润。 

➢ 从产品结构来看，公司的液晶电视机产品包括各种类型的智能电视机、4K 电

视机、曲面电视机，以 55 寸以上的大尺寸电视机为主； 

 

➢ 从销售区域来看，海外市场在销售量上占比约 60%。主要覆盖北美、欧洲，

以及包括南美、东南亚、澳洲等新兴市场。公司在多个海外国家的市占率位

列前三，2019 年 TCL 品牌电视机全球出货量市占率位列第二，达 13%。 

 

中国市场销售量占比 40%。中怡康数据，2019 年 TCL 品牌的电视机销售量、

销售额占比位列中国第四，TCL品牌曲面电视机 2019年中国市占率达 35.9%，

蝉联第一。 

 

➢ 从销售策略来看，海外市场坚持高性价比策略，以持续提高市占率。中国市

场，则走中高端路线。中怡康数据，2019 年 TCL 品牌电视机在中国市场品

牌价格指数达 103，位列中国第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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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TCL 电子利润简表 

（百万元港币） 2013A 2014A 2015A 2016A 2017A 2018A 2019A 

营业收入 39,495 33,526 34,017 33,361 40,822 45,582 46,991 

YOY -0.48% -15.11% 1.46% -1.93% 22.36% 11.66% 3.09% 

分产品        

电视机 37,550 32,835 33,854 33,094 40,723 44,972 44,492 

YOY 7.03% -12.56% 3.10% -2.24% 23.05% 10.43% -1.07% 

电视机收入占比 95.08% 97.94% 99.52% 99.20% 99.76% 98.66% 94.68% 

其他产品 1,945 691 163 267 99 610 2,499 

YOY 89.65% -64.47% -76.41% 63.80% -62.92% 516.16% 309.67% 

其他产品收入占比 4.92% 2.06% 0.48% 0.80% 0.24% 1.34% 5.32% 

      互联网业务   54  85  161  362  760 

      YOY    57.87% 91.10% 124.31% 108.70% 

      互联网收入占比   0.16% 0.25% 0.39% 0.79% 1.62% 

分地区        

海外业务收入 12,218 12,275 12,119 13,988 20,994 26,662 28,948 

YOY -24.38% 0.47% -1.27% 15.42% 50.09% 27.00% 8.57% 

海外业务收入占比 30.94% 36.61% 35.63% 41.93% 51.43% 58.49% 61.60% 

中国业务收入 27,277 21,251 21,898 19,373 19,828 18,920 18,043 

YOY 15.94% -22.09% 3.04% -11.53% 2.35% -4.58% -4.64% 

中国业务收入占比 69.06% 63.39% 64.37% 58.07% 48.57% 41.51% 38.40% 

        

毛利 5411 5502 5752 5815 6303 6951 8172 

分产品               

电视机毛利 5373 5487 5605 5503 6185 6879 7550 

电视机毛利占比 99.30% 99.73% 97.44% 94.63% 98.13% 98.96% 92.39% 

其他产品毛利 38 15 147 312 118 72 622 

其他产品毛利占比 0.70% 0.27% 2.56% 5.37% 1.87% 1.04% 7.61% 

       互联网毛利       398 

       互联网毛利占比       4.86% 

毛利率 13.71% 16.41% 16.91% 17.43% 15.44% 15.25% 17.39% 

销售费用率 11.24% 12.00% 11.67% 11.65% 9.79% 9.79% 10.48% 

管理费用率 2.63% 2.85% 3.94% 3.36% 3.09% 2.85% 3.24% 

财务费用率 0.46% 0.57% 0.54% 0.28% 0.55% 0.21% 0.29% 

净利润 -52 246 10 177 797 1030 2,325 

净利率 -0.13% 0.72% 0.03% 0.52% 1.92% 2.26% 4.94% 

归母净利润 -48 234 26 183 815 1041 2,279 

归母净利率 -0.12% 0.70% 0.08% 0.55% 2.00% 2.28% 4.85% 

扣非后归母净利率 -0.07% 0.33% 0.09% 0.51% 1.47% 1.73% 2.28% 

资料来源：公司年报，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注：2019 年互联网毛利依据雷鸟网络科技毛利率推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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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2018、2019 年全球电视机出货量市占率 

 
资料来源：群智咨询数据，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图 22、公司电视机收入结构，海外超过中国 图 23、公司电视机收入及增速，海外持续正增长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2.2、海外市场表现亮眼，近期逆势增长 

2.2.1、电视机业务高质量增长，市占率强劲提升 

⚫ 海外收入快速增长，盈利能力增强 

海外市场 TCL 品牌电视机销售量、销售额快速增长，高端产品占比提升。2019

年海外市场 TCL 品牌电视机（不含代工）的销售量同比增长 26.1%，达 1346 万

台；销售额同比增长 14.1%，达 210 亿港元。其中，智能电视机占比达 86.6%，

上升 2.2pp.，4K 电视机占比达 46.3%，上升 6.7pp.。 

 

毛利率持续提升，盈利能力增强。公司产品结构不断优化，规模效应逐渐显现，

带动公司海外市场毛利率上升，2018、2019 年公司海外自主品牌的毛利率（不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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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工）为 14.7%、15.5%，增长了 0.8pp.。 

 

图 24、2016 年以来，TCL 海外液晶电视机（含代工）销售量持续正增长 

 
资料来源：公司年报，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图 25、TCL 电子的海外市场电视机业务（含代工）毛利率呈增长态势 

 

资料来源：公司年报，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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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化“TV+轻资产服务”的业务模式 

2019 年，公司首次新增海外互联网业务收入 2.1 亿港元，占全年互联网业务收入

的 27.8%，主要得益于公司与多个海外互联网企业的合作。在美国，进一步深化

与 Roku 合作；在欧洲、南美洲，深化与 Google 等互联网业务合作；并在 2019

年 11 月，与 Netflix 再续开展全球合作。 

 

公司 2014 年开始与 Roku 合作。Roku 是美国最受欢迎的流媒体播放器，截至 2020

年一季度，已拥有 3980 万活跃用户，并且覆盖了美国流媒体市场超 30%的设备。

TCL 电子为其提供 TV 硬件，Roku 负责提供内容和操作平台，公司与 Google、

Netflix 的合作模式与其类似。 

 

海外互联网收入可持续，未来想象空间大。海外互联网业务收入分为两部分，一

部分类似于开机费，即用户激活一台电视，公司将收到的费用。另一部分，为合

作企业与公司的分成。消费者向合作企业支付的会员费用等，后续也将分成给公

司，此部分收入具有可持续性。随着公司不断扩展合作对象，未来想象空间大。 

 

图 26、公司海外主要合作方为 Roku、Google、Netflix 

 
  

Roku Google Netflix 

资料来源：互联网，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表 2、Roku 覆盖资源广泛 

类型 资源名称 

广告支持（Ad-supported）频道 YouTube, CBS News, Crackle, The CW, Vice 

订阅（Subscription）频道 HBO Now, Hulu, Netflix 

传统付费 TV 替代服务 

（Traditional pay TV replacement services） 

DirecTV Now, Sling TV, Spectrum TV,  

Sony PlayStation Vue 

传统（Traditional）频道 Amazon Video, Google Play, Vudu 

资料来源：Roku 官网，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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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Roku 活跃用户数和开机时间持续增长 

 
资料来源：Roku 官网，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注：活跃用户为过去 30 个日历日访问过平台任何内容的独立账户。在线播放时间，包括 Roku

播放器和集成 Roku 电视的播放时间 

 

⚫ 拓展海外布局，市占率强劲提升 

公司海外市场分为北美、欧洲、新兴市场，2019 年表现各异，市占率皆有所提升。 

➢ 北美市场：销量强劲持续上升，巩固领先优势。根据 NPD 数据，2019 年 7

月 TCL 品牌电视机全美销量第一，2019 全年美国市场排名前二。 

 

➢ 欧洲市场：2019 年销量同比上升 35%，其中第四季度同比增幅高达 55%。根

据 GFK 数据，西班牙、英国、意大利、法国和德国同比增长显著，分别为

+264%、+203%、+126%、+82%。特别在法国，公司销量市占率排名第三。 

 

➢ 新兴市场：2019 年加速增长，销售量同比提升 40.8%，第四季度同比增幅达

57%。阿根廷、澳大利亚、俄罗斯明显增长，销量同比增长达+121%、+79%、

+46%。特别是在印度，同比增幅达+151%，市占率跃至第 5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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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2019 年 TCL 品牌电视机销售量各国排名表现亮眼 

 
资料来源：GFK，NPD，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2.2.2、海外业务新动向：全产能布局以应对市场环境变化 

2020 年上半年公司海外业绩受到疫情影响，但得益于海外全产能布局、对渠道的

优良把控，整体业绩可控。海外市场整体表现较好，一季度美国、欧洲、新兴市

场销量同比正增长，二季度，海外市场的品牌电视机销量同比提升+40%，表现优

于预期： 

➢ 北美零售端表现较好。一季度美国电视机销量同比增长+6%，市占率排名稳

居第二，市占率提升 0.6pp.，达到 15.4%。 

 

➢ 在欧洲、新兴市场，一季度，欧洲市场零售量同比增长+40%以上，新兴市场

同比增幅达+14%。 

 

公司在海外市场的逆势表现，得益于两方面因素： 

➢ 需求端：疫情虽然对线下销售有一定的负面影响，但“宅经济”兴起，刺激了

消费者在家观看电视的需求。因此，电视机的购买需求并没有消失，反而有

所增加。 

 

➢ 供给端：公司以海外的全产能布局，有效应对供给风险，稳步推进工厂扩产

计划。目前，TCL 电子已经在中国惠州、成都、内蒙古，海外的波兰、越南、

巴西与墨西哥等国家建立了 10 多个工厂，全球产能布局超 2600 万台/年（不

含代工业务），在美国、欧洲、日本等还建立了研发中心。 

 

2019 年，公司携手华星光电全面进军印度市场，在印度安得拉邦建立了 TCL

印度智能制造产业园，可年产 800 万片大尺寸电视面板、3000 万片小尺寸手

机面板，及 600 万台 12 寸-65 寸 TV 整机。2020 年 6 月 30 日，TCL 电子旗

印度 

同比增速达 151% 

上升至第 5位 

阿根廷 

同比提升 121% 

墨西哥 

位列第 5位 

加拿大 

上升至第 5位 

美国 

由去年第3位升

至第 2位 

法国 

位列第 3位 

阿联酋 

市占率达 10% 

上升至第 4位 

巴基斯坦 

由去年第5位上

升至第 3位 

缅甸 

位列第 2位 

越南 

位列第 4位 

菲律宾 

由去年第 3位升

至第 2位 

澳大利亚 

由去年第 5位升

至第 3位 

泰国 

由去年第 5位升

至第 4位 

俄罗斯 

同比增幅达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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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的墨西哥 MASA 工厂一期项目首台电视下线，并成功实现量产。 

 

图 29、TCL 印度智能制造产业园 

印度安得拉邦 TCL 印度智能制造产业园概念图 

 
 

资料来源：公司公开资料，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2.3、国内坚持走中高端路线，近期调整营销思路 

2.3.1、国内业务表现优于行业，毛利率保持较高水平 

2019 年，TCL 品牌电视机零售量在中国实现逆势增长。中怡康数据，2019 年中

国电视机市场整体零售量同比下滑 2.6%，而 TCL 品牌的电视机（不含代工）中

国零售量则同比上升 2.1%，实现逆势增长。但由于屏价下行及汇率波动，公司销

售额同比下降 16%，达 129.9 亿港元。 

 

公司坚持中高端路线，毛利率显著高于海外电视机业务。公司国内高端产品占比

提升，2018、2019 年智能产品占比为 82%、82.9%，4K 产品占比为 54.1%、59.9%，

55 寸及以上大屏占比为 43.1%、45.7%，产品结构持续优化。同时，不断优化渠

道结构，线上销售量占比提升了 5.8pp.，达 43%。产品和渠道相互作用下，公司

毛利率持续高于海外电视机业务。 

 

图 30、2019 年，中国液晶电视机行业整体内销量下滑 

 

资料来源：产业在线，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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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2019，TCL 液晶电视机内销量（含代工）表现优于行业水平 

 

资料来源：公司年报，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图 32、2017-2019 年，面板价格持续下行（单位：美元/片） 

 

资料来源：Wind，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图 33、公司中国电视机业务（含代工）毛利率高位稳定 

 
资料来源：公司年报，公司公告，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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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国内业务新动向：618 直播带货，拥抱新零售 

2020 年初受疫情影响，一季度中国销售情况受影响。一季度公司电视机销量整体

下滑近三成，但随着线上销量提升，整体业绩逐渐好转。3 月，公司线上渠道电

视机销量同比提升 70%，带动 2-3 月整体销量反弹增长 10%。 

 

二季度电视机销量提升，其中 618 战绩瞩目。二季度，中国市场 TCL 品牌的电视

机销量同比提升 13%。此外，今年公司调整了“618”的打法和思路，TCL 全品类

在 618 当天销售突破 20 亿，TCL 电视在京东、苏宁、国美三大电商平台销售第

一，全渠道总销售排名第一。618 期间，TCL 会员比去年双 11 增长了 700%，跨

店复购率同比去年 618 增长 230%。 

 

公司 618 思路主要体现如下： 

➢ 战略：坚持 AI x IoT 战略，推动 TCL 旗下全品类智慧科技家电产品的互通互

联，以及智慧家庭场景之间的融合。 

 

➢ 营销：抓住直播热潮，举办多场直播营销活动。公司不仅与罗永浩、刘涛等

合作，还直接由熟悉产品和公司的高管直播带货，拉近了公司与消费者的距

离。#TCL 618 好物放映厅#直播带货观看量累计突破 1000 万，其中 TCL 实

业控股 CEO 王成亲自上阵直播带货备受瞩目。据官方数据统计，直播期间在

线观看人数场均突破 200 万。 

 

➢ 传播：多维度、有序为营销活动预热，同时布局自媒体渠道。直播前，公司

打通了微博热搜、渠道 APP 开机屏、明星达人自媒体资源、全网核心媒体，

以及 TCL 微博、微信等自媒体渠道，提前预告直播亮点。618 期间，TCL 在

微博上打造了四个超级话题，话题总阅读数高达 4.3 亿。 

 

此外，公司还布局了电商渠道：天猫、京东、苏宁易购三大电商渠道倾力助

阵，实现由站外向站内、由其他平台向 TCL 618“好物放映厅”系列电商旗舰

店直播间引流。 

 

➢ 产品：公司洞察消费者，推出一系列深受消费者喜爱的产品，形成过硬的核

心产品竞争力。6 月 15 日，在新浪众测和京东家电举办的“超级家电众测节”

直播活动中，TCL·XESS 旋转智屏引发的互动评论最多，成交台数远超其他

产品的总和。这款产品只要配合手机摇一摇，就可实现智屏从横到竖的 AI

自动旋转，用户可在竖屏状态下观看短视频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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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TCL 高管多次直播带货 
时间 直播嘉宾 平台 活动 特点 

6 月 6 日 
王成（TCL 实业 CEO）、马丁夫妇

（知名主持人） 
天猫 “总裁价到”直播 直接沟通有意向消费者 

6 月 7 日 王成（TCL 实业 CEO） 国美 
央视网与国美联合举办的“人人都爱

中国造”活动 

借势营销，主要与严肃媒体和偏成熟

年龄圈层沟通 

6 月 10 日 
王成（TCL 实业 CEO）、汤晶媚

（TCL 全球全品类代言人） 
京东 “总裁价到”直播 直接沟通有意向消费者 

6 月 12 日 
王成（TCL 实业 CEO）、马丁（知

名主持人） 
快手 湖北共青团公益直播  

6 月 17 日 
王成（TCL 实业 CEO）、关晓彤（苏

宁易购代言人） 
江苏卫视 苏宁易购“618”超级秀 特约赞助、综艺电商融合直播 

资料来源：互联网，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图 34、618 期间，公司营销活动丰富 

微博热搜 微博开机屏 

  
资料来源：互联网，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2.4、业务革新，剥离代工、纳入 TCL 通讯业务 

2020 年 6 月 29 日，公司晚间公告，母公司 TCL 实业将旗下的全资子公司 TCL

通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TCL 通讯”）注入 TCL 电子，并剥离主营电视

机代工的茂佳国际集团，2020 年底交易完成后将获得 10 亿人民币现金净收入。 

 

自此，TCL 电子将由过去的主营电视机业务，转变为主营电视机、手机、可穿戴

设备等的消费电子企业，且全部为自主品牌，业务地主要在海外，尤其北美市场。 

➢ 注入 TCL 通讯：公司将从母公司 TCL 实业，收购获得 TCL 通讯 100%股权。

TCL 通讯成立于 2004 年，为全球领先的移动终端企业，主要产品包括手机、

平板电脑、可穿戴设备等。此次交易的目标是，助力 TCL 电子打造全场景智

能生活，成为全球领先的智能科技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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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剥离电视机代工业务：母公司 TCL 实业将收购公司持有的茂佳国际全部股

份。茂佳国际由 TCL 电子投资，成立于 2013 年，一直专注于电视机代工业

务(ODM)。此次交易后，公司将更加专注在自有品牌电视机、手机等产品的

运营。 

 

图 35、交易完成后，公司将新增 TCL 通讯主要产品 

 
资料来源：互联网，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图 36、TCL 通讯的净利润实现扭负为正 图 37、TCL 通讯的毛利率逐年提升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5G CPE/家庭基站 

手机 平板 5G CPE 宠物追踪器 

分布式路由器 WIFI 路由器 智能手表 智能耳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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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业务革新后，毛利率有望提升 

3.1、利润维持高增速，整体盈利能力改善 

2019 年，公司营收达 471 亿港元，同比增长 2.97%；归母净利润达 23 亿港元，同

比高增，为+119%。盈利能力长期改善，2019 年，公司毛利率、净利率分别为

17.39%、4.94%，相对 2018 年增长了 2.14、2.9pp.。 

 

图 38、2016 年以来，公司收入、利润持续增长 

 

资料来源：Wind，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图 39、公司盈利能力改善 

 

资料来源：Wind，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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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近期全球代工业务承压，风险和不确定性较大 

TCL 电子的代工业务由茂佳国际负责，其内部下属的战略客户业务中心（Strategy 

Customer Business Center，简称 SCBC）专注于电视机代工业务。中心基地位于惠

州，于深圳设有销售中心分部。 

 

疫情给全球电视机代工市场带来了风险和不确定性。2020 年一季度，TCL 的电视

机整机代工业务出货量位于全球第二，共出货 226 万台电视机，同比下降 12%。

全球十四家主要电视代工厂共出货 1380 万台，同比大幅下滑 28%。电视机代工市

场整体下滑，抗风险能力难以保证。 

 

图 40、2019 年以来全球主要电视机代工厂出货同比下降 

 

资料来源：奥维云网，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图 41、20Q1 全球骨干 TV 代工厂出货同比多下滑 

 
资料来源：奥维云网, 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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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工业务不仅毛利较低，而且竞争激烈，可能会导致多重问题产生。比如电视机

厂商若在经营代工业务的同时，也在生产自营品牌，将导致内部资源分配等问题。

而如三星、LG 等国际品牌在考虑合作对象时，也会担心自有品牌色彩过于浓厚的

代工厂，会存在资源分配以及市场冲突等隐忧。 

 

综上，TCL 电子剥离代工业务是大势所趋，也是将业务重心放在自有品牌运营的

必须之举。 

 

3.3、公司转型后，2019 年综合毛利率预计从 17%提升至 20% 

2019 年，公司整体毛利率提升了 2.1pp.，达 17.4%。首先剥离代工，聚焦于 TCL

自有品牌的毛利率。2019 年，TCL 品牌电视机国内、海外毛利率分别为 24.8%、

15.5%。 

 

图 42、2019 年，TCL 自主品牌（不含代工）毛利率增长 

 
资料来源：Wind, 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仅剔除代工，2019 年毛利率将提高至 19.89%。根据 2018、2019 年公司各收入占

比和毛利率数据，假设 2019 年其他业务毛利率与 2018 年一致，推算出 2018、2019

年代工业务毛利率为 7%、9%。代工业务毛利率远低于自有品牌电视机业务。不

考虑代工业务，2019 年公司综合毛利率预计为 19.89%，显著高于实际值 17.39%。 

 

剥离代工、纳入通讯，2019 年毛利率将提升至 20.32%。2020 年四季度，公司将

并表 TCL 通讯，此部分业务毛利率显著高于代工。2019 年，TCL 通讯毛利率为

21.6%，显著高于推算的代工业务毛利率。考虑剥离代工、并表 TCL 通讯，预计

2019 年综合毛利率将提升至 2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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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推算分业务毛利率   

 
2018A 2019A 

2019（剥离代工） 2019（剥离代工，

增加通讯） 

收入占比     

电视机 99% 95% 93% 70% 

海外 TCL 品牌业务 40% 45% 58% 43% 

国内 TCL 品牌业务 34% 28% 36% 27% 

代工业务 24% 22%   

其他 1% 5% 7% 5% 

TCL 通讯    25% 

     

毛利率 15% 17% 20% 20% 

电视机 15% 17% 19% 19% 

海外 TCL 品牌业务 15% 16% 16% 16% 

国内 TCL 品牌业务 22% 25% 25% 25% 

代工业务 7% 9%   

其他 12% 12% 12% 31% 

TCL 通讯    22% 

资料来源：公司公开资料，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注：假设 2019 年其他业务毛利率维持为 2018 年水平，推算出代工业务毛利率 

 

 

4、新增通讯业务，实现向消费电子企业的转型 

4.1、手机业务瞄准中低端海外市场，5G 潮流促转型 

4.1.1、双品牌运营手机业务，扎根海外市场 

⚫ 运营阿尔卡特和 TCL 品牌，主要面向海外  

TCL 通讯以 TCL、阿尔卡特（Alcatel）两大品牌为主，拥有多款畅销机型，产

品和服务销往全球 150 多个国家和地区。阿尔卡特品牌主推中低端手机、功能机

等，TCL 品牌手机则主要覆盖中高档市场。 

 

TCL 手机国际排名靠前。IDC 数据，2019 年 Q4，TCL 智能手机全球排名第 11，

功能机全球排第 5，智能手机和功能机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排第 4。 

 

TCL 通讯的手机业务以海外市场为主要根据地。TCL 通讯早在 1999 年就进入了

中国手机市场，是中国第一批国产手机厂商。2004 年，TCL 通讯收购了法国阿尔

卡特的全部手机业务，以 “阿尔卡特”品牌逐渐打开了欧洲、非洲、中东以及南美

等市场，走向海外。目前，TCL 手机业务的主要面向北美、欧洲和拉美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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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3、TCL 通讯主要手机品牌为阿尔卡特和 TCL 

Alcatel 阿尔卡特品牌 TCL 品牌 

 

 
资料来源：互联网，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 涉足 5G，以 TCL 品牌进入北美市场  

2020 年， TCL 通讯在海外市场发布了 TCL 品牌的手机新品，宣布以自有品牌

进军美国、加拿大市场。2020 年 1 月，TCL 通讯在 CES（国际消费类电子产品博

览会）上发布了三款手机，分别是 TCL 10 L、TCL 10 Pro、TCL 10 5G，依次定价

249、450、490 美元，均不超过 500 美元。 

 

其中，TCL 10 L 具有 6.53 英寸的 LCD 屏幕，定位为轻旗舰机型手机，采用了四

摄方案，四个摄像头横向拉开，并引入 TCL NXTVISION 视频增强技术，把电视

的色彩技术引入到了手机上。搭载高通骁龙 665 处理器、4000mAh 电池。 

 

TCL 10 Pro定位于柔性AMOLED Edge曲面显示屏手机，获得了CES的Best Phone 

Design 大奖、“iF”设计奖、“红点”设计大奖。该款手机拥有 6.47 英寸高清显示屏、

4500mAh 大容量电池、显示屏内指纹传感器。并采用四摄方案，搭配 6400W 像

素后置主摄，激光对焦。同时引入 TCL NXTVISION 影像增强技术。 

 

TCL 5G 是 TCL 的首款 5G 手机，搭配高通骁龙 765G 芯片组和 X55 调制解调器。

后置四个摄像头，包括 6400 万像素的主传感器、800 万像素的广角传感器、500

万像素的宏传感器、200 万像素的深度传感器。并配置了强大的 AI 算法和 TCL 

NXTVISION 视频增强技术，实现“硬件+技术+算法”的三重结合。 

 

图 44、2020 年推出 TCL 品牌手机新品 

TCL 10 L 

售价：249 美元 

TCL 10 Pro 

售价：450 美元 

TCL 10 5G 

售价：490 美元 

   

资料来源：互联网，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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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5G 时代来临，手机行业进入新阶段 

⚫ 现状：4G 末尾时代，手机市场进入成熟阶段 

全球智能手机市场进入成熟阶段，出货速度逐年下降。Strategy Analytics 数据，

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在 2017 年达到峰值，此后逐年减少。目前，智能手机渗透率

较高，急需通过行业大变革，引致新变化。 

 

图 45、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增速放缓 

 
资料来源：Strategy Analytics，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图 46、2020 年一季度，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同比下滑 16.7% 

 

资料来源：Strategy Analytics，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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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7、相比新兴国家，发达国家智能手机渗透率更高 

 

 

资料来源：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 未来 5G 将助力行业转型，是引致行业变化的新变量  

随着 5G 逐渐落地，全球手机出货量预计增长。2019 年为 5G 元年，5G 试运行、

相关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商用正式施行，手机行业将进入加速新阶段。IDC 预测，

2019 年至 2024 年全球 5G手机销量将从 0.16 亿台，增长到 7.3 亿台，CAGR+115%。 

 

TCL 通讯已抢先攻占 5G 市场。IDC 预计，2021 年起手机销量增速将扭负为正，

亚太和美国市场将实现正增长。TCL 品牌已发布第一款 5G 手机，售价不超过 500

美元，性价比高，目前其 5G 产品在 2020 年已经中标进入北美、欧洲多个运营商

渠道，同时公司将基于运营商定制型号拓展到其他 Tier 2 运营商和开放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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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8、预计全球 5G 手机销量逐年增长（单位：亿台） 

 

资料来源：IDC，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图 49、预计 2021-2024 年，全球手机总出货量增长（单位：百万台） 

 

资料来源：IDC，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4.1.3、竞争格局：双品牌进军美国市场，有望突出重围 

⚫ 低端市场阿尔卡特市占率第一，中高端市场可入局 

TCL 通讯的阿尔卡特品牌手机以入门机为主，性价比高。Counterpoint 数据显示，

2020 年 1 月，美国低端机市场份额较小，0-100 美元价格带的市场份额仅 16%。

而在此市场，阿尔卡特市占率第一，达 36%，其次为 LG 和三星。前三大品牌的

市场份额共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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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L 品牌手机价格位于 200-500 美元之间，中高端市场不如高端市场竞争激烈。

Counterpoint 数据显示，2020 年 1 月，100-200 美元、200-300 美元、300-600 美元

的 CR2 为 76%、69%、75%。而 600 美元以上的 CR2 都要超过 90%。 

 

聚焦于安卓系统，阿尔卡特品牌的主要竞争对手为 LG 和三星，TCL 品牌手机的

主要与三星、LG、摩托罗拉、中兴展开竞争，而 TCL 品牌有足够强大的竞争实

力分得中兴的市场份额。 

 

图 50、2020 年 1 月，美国智能手机分价格带市场份额 

 
资料来源：Counterpoint，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图 51、2020 年 1 月美国智能手机分价格带品牌份额 

 
资料来源：Counterpoint，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 TCL 手机极具竞争优势，可获得部分中兴手机市场份额 

中兴通讯于 1998 年开始进军美国市场，2017 年在美国市占率排名第四，之后

Google、摩托罗拉手机逐渐超越中兴。截止 2020 年 6 月，美国手机市场市占率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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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的品牌为苹果、三星、LG、摩托罗拉、Google。 

 

中兴通讯在美国的发展过程颇为周折。2018 年，中兴受美国限制，缴纳了约 160

亿元，此后虽解禁，但 2020 年 7 月 14 日，美国国防部、美国总务管理局和美国

国家航空航天局便对外宣称，将进一步限制华为、中兴等，相关规则将从 2020 年 

8 月 13 日开始实施。 

 

规则宣称将禁止联邦机构与使用华为、中兴等电信设备和服务的承包商签订、续

订或拓展合同，预计将对中兴在美国的手机业务造成一定影响。而 TCL 通讯未受

到相关政策限制。 

 

Statcounter 数据显示，中兴品牌手机在美国市占率逐渐下降，2019 年 12 月阿尔

卡特品牌市占率超越中兴。中兴中高端价位手机为Axon天机系列，价格在 400-700

美元之间。根据 DEVICERANKS 网站数据，中兴 AXON 10 PRO 和 TCL 10 PRO

评分相同，都为 9.46 分，而二者价差较大，中兴 AXON 10 PRO 官方售价 550 美

元，TCL 10 PRO 官方售价 450 美元，TCL 品牌手机更具有性价比优势。 

 

图 52、中兴在美国的出货量市占率持续下滑 

 

资料来源：Statcounter，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图 53、中兴 AXON 10 PRO 和 TCL 10 PRO 性能评分相同  

中兴 AXON 10 PRO TCL 10 PRO 

 

 

 

 
资料来源：DEVICERANKS，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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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特的屏幕显示技术优势  

TCL 手机使用的平板来自华星光电，其经验丰富、技术优良。华星光电为 TCL

电子提供电视大屏的面板生产，也为 TCL 通讯提供手机小屏的面板生产，积累了

多年经验。华星光电在 LCD、Mini-LED、QLED、AMOLED 和柔性屏等领域，

具有全球领先的制造力和创新实力。根据 CINNO Research 数据，2020 年 2 月华

星光电以 18.8%的出货量市场份额，成为全球第一大液晶面板供应商。 

 

而从技术上看，电视大屏的技术可以由手机小屏继承，TCL 手机因此具有独特的

面板显示技术优势。比如 TCL 10 Pro 和 TCL 10 5G 手机都采用了 NXTVISION 技

术，可通过精准的参数采集、颜色校准，使屏幕显示的影像与真实物体呈现的颜

色高度一致，这就是把电视的色彩技术引入到了手机上的例子。 

 

此外，TCL 通讯还能通过与华星光电的产业协整，实现瀑布屏、折叠屏等柔性

AMOLED 手机屏的生产。在手机屏幕上具有其他企业无法比拟的技术协作优势

和成本优势。 

 

图 54、TCL 手机具有多项屏幕专利 

新专利：可伸缩显示屏 TCL 折叠屏手机 TCL 滑出显示屏 

   
资料来源：互联网，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 全球化布局，与海外主要渠道商展开深度合作  

TCL 通讯已建立了六大销售区域为核心的全球化营销网络，分别是北美、拉美、

欧洲、中东及非洲区、亚太区、中国区，业务遍及 150 多个国家，销售机构遍布

80 多个国家和地区。并与全球主流运营商 Vodafone、Orange，以及零售巨头

Walmart、Best Buy 等建立了长期稳固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相比中兴，TCL 的手机业务在开放渠道具有独特优势。美国手机主要在运营商渠

道销售，TCL 和中兴都与其建立了良好的协作关系。而在开放渠道，TCL 通讯可

借助 TCL 电子电视机多年深耕美国的经验，推广手机进入沃尔玛、Costco 等开放

零售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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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TCL 通讯在海外的主要运营商合作伙伴 

国家 运营商合作伙伴 

北美 AT&T、cricket、Sprint、Metro by T-Mobile 等 

拉美 America Movil、Telefonica、Digicel 等 

欧洲 Orange、Vodafone、COSMOTE 等 

中东及非洲区 Vodafone、Orange 等 

亚太区 RELIANCE 等 

中国区 中国移动等 

资料来源：阿尔卡特官网，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图 55、TCL 电子的美国开放渠道合作伙伴 

         

            
资料来源：互联网，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 供应链垂直一体化，具有成本效率优势  

TCL 通讯在惠州建立了全球制造基地，整体年产能达 1.2 亿台。拥有世界领先水

平的 SMT 生产线和 MMI 全自动测试系统。TCL 通讯是中国最大、最具实力的手

机制造基地之一，凭借其强大高效的全球供应链体系，保持质量和成本优势。 

 

公司还具有完善的品控体系，获得 ISO 9001、ISO 14001 等多项认证，满足

QC08000 的标准要求，且与国际知名供应商展开合作。TCL 通讯还建立了定期跟

踪管理体系，确保采购工作严格按照质量要求及流程规范展开。 

 

➢ 国产品牌中，受中美贸易摩擦影响小 

相对于华为、中兴，TCL 手机在美国市场受中美贸易摩擦的可能性较小。原因在

于： 

➢ TCL 通讯在美国的主要销售品牌是低端机阿尔卡特，阿尔卡特品牌深耕美国

市场多年，2019 年在美国入门机市场排名第一。从体量来看，美国政府对其

施加限制的可能性小。 

 

➢ 目前，TCL 通讯的主要产品未被列入中美贸易战的加征关税清单中，为了应

对未来潜在影响，TCL 通讯已战略性地在印度增加产能布局，并于 2019 年

投产。 

 

➢ TCL 与华为和中兴不同的是，TCL 不是 5G 的基础制造商，与 5G 没有多少

关联。美国限制的是中国 5G 的开发商，因此 TCL 不是它们主要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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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以屏幕优势拓展海外平板业务，教育需求助力增长 

4.2.1、阿尔卡特品牌国际排名前十，一季度逆势增长 

在 TCL 内部，电子平板业务称为“智慧移动屏业务”，以北美和中国区域为根据地。

其平板电脑为阿尔卡特品牌产品，与美国无线运营商 T-Mobile、Metro by T-Mobile

等达成合作。 

 

TCL 平板电脑国际排名前十。IDC 数据，2019 年第四季度，TCL 平板电脑在全

球、北美均排名第七。而在今年一季度，北美市场排名上升至第三位。 

 

2020Q1，TCL 平板电脑出货量逆势增长。IDC 数据，2020 年一季度，全球平板

电脑出货量同比下降 14.8%，其中直板式平板电脑同比下滑 36.8%。而 TCL 平板

电脑则同比正增长，增幅达 78.2%，直板式平板电脑同比增长 82.7%。北美一季

度行业整体出货量下降 37%，北美 TCL 的平板电脑则同比高增约 1349%。 

 

原因在于，受疫情影响，宅经济兴起，儿童多在家上课。而 TCL 的教育平板电

脑借助此契机，实现超预期增长。Alcatel（阿尔卡特）JOY TAB KIDS 平板电脑

内置了可培养学习兴趣的 KIDOMI 应用软件，还建立了数字化学习平台“儿童学

习”，并搭载父母控制系统，可设置屏幕使用时间和网站白名单。 

 

图 56、Alcatel（阿尔卡特）JOY TAB KIDS 儿童平板电脑 

 
资料来源：阿尔卡特官网，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4.2.2、5G 潮流促出货，安卓市场回暖利好销量增长 

⚫ 目前美国电子平板出货量维稳，预计 5G 扭转行业颓势 

全球电子平板出货量逐渐下行，美国市场则基本维持平稳。IDC 数据，2016-2019

年电子平板的全球出货量逐年下降，CAGR 为-6.17%。受疫情影响，2020 年全球

电子平板出货预计下跌 18%，之后保持在 1.2 亿台左右。美国市场相对平稳，出

货量维持在 48 百万台左右。 

 

2020 年之后，5G 潮流到来，将为进入成熟阶段的电子平板行业赋能，扭转颓势。

随着 5G 商用，平板电脑可以随时随地接入高速网络，当其性能逐渐赶超电脑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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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将更依赖轻便的电子平板。北美平板市场出货量占比较高，也将会是 5G 建

设最为迅速的地区之一。预计 2020-2024 年北美平板出货量保持增长态势，CAGR

为+3.02%。 

 

图 57、预计 2020-2021 年，全球电子平板出货量提升（单位：百万台） 

 

资料来源：IDC，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 近期北美市场平板需求增加，安卓系统份额上升趋势明显 

北美市场以 IOS 系统占据了过半的平板电脑市场，但是从 2019 年 10 月开始，IOS

系统的市场份额开始下降，安卓系统的市场份额逐渐上升。说明价格相对较低的

安卓系统电子平板在疫情期间获青睐。 

 

相对 IOS 系统的闭环生态环境，安卓系统的开放生态提供的应用更丰富。而随着

安卓芯片的升级、系统的优化，性价比更高的安卓系统的市场份额有望继续提升。

TCL 旗下阿尔卡特品牌的电子平板搭载了安卓系统，随着安卓系统市场份额上升，

预计将利好 TCL 电子平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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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8、安卓系统在北美电子平板的市场份额逐渐增大 

 

资料来源：StatCounter，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图 59、Bestbuy 上 IOS 和安卓系统销量前三的电子平板价格差异大 

IOS 系统 

苹果 IPAD 5 

售价：289.99 美元 

苹果 IPAD mini 3 

售价：289.99 美元 

苹果 IPAD AIR 2 

售价：319.99 美元 

   
   

安卓系统 

Digiland  

售价 59.99 美元 

三星 Galaxy Tab A（2019） 

售价 229.99 美元 

三星 Galaxy Tab A（最新款） 

售价：149.99 美元 

 

  
资料来源：Bestbuy，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 美国儿童教育平板市场规模大，尚有竞争空间 

细分电子平板领域，美国的儿童教育平板市场规模较大，而阿尔卡特推出的 JO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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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 KIDS 儿童平板在北美热销，足以分得一杯羹。 

 

北美儿童平板市场较大，未来增长空间可期。根据 Zion Market Research 数据，2018

年，全球儿童平板市场达 95.4 亿美元，2027 年将达到 368.9 亿美元，2019-2027

年的 CAGR 为+16.2%。其中，北美儿童平板市场份额占比最大，2018 年占比达

40%，由于北美市场的线上教育普及度较高，预计未来也将保持主导地位。 

 

平板电脑在美国儿童教育中的普及程度较高。根据 Common Sense 对美国 0-8 岁

儿童媒体使用情况的调查，2017 年，在 0-8 岁儿童家庭中平板电脑保有率达 78%，

而其中有 42%的 0-8 岁儿童拥有属于自己的平板电脑。随着疫情期间在线教育需

求的增加，预计美国儿童平板渗透率将有所提升。 

 

不同收入水平的家庭中，儿童拥有属于自己的平板电脑的比重近似：高收入家庭

和低收入家庭的孩子拥有自己的平板的比重都为 40%，中等收入家庭的孩子拥有

自己的平板电脑的占比为 45%。这反映了各阶层的美国家庭对于儿童使用的平板

电脑需求十分普遍。 

 

相较于成人平板，儿童平板对性能的要求相对较低，更注重对儿童网络环境的控

制和保护。如儿童平板往往内置网页浏览白名单、家长监控模式、定时息屏等功

能，在外观上也会更偏低龄化，增加橡胶保护套以防止坠落导致产品损害。 

 

美国儿童平板的主要品牌包括：亚马逊、三星、Dragon Touch、Leap Frog 等，

产品售价在 100-200 美元不等。价位的区别主要在于： 

➢ 内容：儿童平板对于内容的筛选要求更高，需要精选适合儿童、受儿童青睐

的作品。内容丰富的平台拥有更高的溢价。 

 

亚马逊的儿童平板拥有 Free Time Unlimited，购买其儿童平板产品的消费者

可以享受一年的免费订阅服务；三星的儿童平板拥有Samsung Kids订阅服务，

内含 1 万小时以上的书籍、视频、益智游戏和教育应用；Leapfrog 是美国知

名儿童教育机构，在自身平板中植入了提供教育、益智服务的 Leapfrog 

Academy。这些丰富的内容平台使得以上三家产品的售价均在 100 美元及以

上； 

 

➢ 性能：和普通平板电脑一样，屏幕大小、内存、系统等都会影响价格。如亚

马逊 FIRE 8 儿童平板 32G 内存的 8 寸版本，相较于亚马逊 FIRE 10 儿童平板

32G 的 10 寸要便宜约 60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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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0、美国 0-8 岁儿童家庭中平板电脑保有率 图 61、美国 0-8 岁儿童拥有自己的平板电脑的比重 

 
 

资料来源：Common Sense，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资料来源：Common Sense，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图 62、Best Buy 销量排名前三的儿童平板为亚马逊品牌 

第一名： 

亚马逊 - Fire 7 Kids Edition 2019 

第二名： 

亚马逊 - Fire HD 10 Kids Edition 2019 

第三名： 

亚马逊 - Fire HD 8 Kids Edition 10th Generation 

 
7 英寸 

价格：100 美元 

 
10.1 英寸 

价格：200 美元 

 
8 英寸 

价格：140 美元 

资料来源：Best Buy 官网，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4.2.3、TCL 传统平板性价比高，教育平板领域可做大做强 

未来北美市场尚有增量空间，TCL 平板的独特优势将帮助其提高市场份额，为母

公司 TCL 电子持续增收。 

⚫ 协整生产下，传统平板业务性价比优势高 

TCL 通讯旗下的平板主要是阿尔卡特品牌，与品牌定位一致，阿尔卡特电子平板

也具有极高的性价比优势。阿尔卡特 2020 年新品 A30 平板电脑将在 T-Moblie 线

上渠道和线下实体店开售，这款入门级产品具有 8 英寸显示屏，搭载了主频为

1.1GHz 的高通骁龙 210 处理器，零售价为 125 美元，指在以低廉价格吸引用户。 

 

性价比是阿尔卡特品牌的代名词，Alcatel Joy Tab 是阿尔卡特 2019 年推出的新款

电子平板，该产品是具有 8 英寸显示屏的入门级安卓电子平板，搭载安卓 9.0 系

统，和四核 1.5GHz 处理器。并内置了“Closer TV App”，可将流媒体，如 Netflix、

Hulu 等整合在 app 内，在平板上随时播放，并可投射至智能电视上。TCL 通讯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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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区副总裁 Eric Anderson 推荐这款产品时提到“The Alcatel JOY TAB gives you the 

features your entire family wants in a lightweight and portable tablet without a 

premium price tag”。 

 

图 63、阿尔卡特平板电脑具有性价比优势 

阿尔卡特 A30 联想 E10 TB-X104F 

 
 

8 英寸 

骁龙 210 处理器 

2GB 内存+16GB 储存 

售价：125 美元（约 875 元） 

10.1 英寸 

骁龙 210 处理器 

2GB 内存+16GB 储存 

售价：1099 元 

资料来源：互联网，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 深入垂直细分领域，儿童教育平板有望持续增收 

2018 年，阿尔卡特品牌发布了 1T 系列平板电脑，适合儿童，运行安卓 8.1 Oreo

系统，内置了儿童相机、绘画等儿童模式的应用，以及家长权限设置。7 英寸、

10 英寸版本分别售价 86 美元、123 美元。2019 年，阿尔卡特继续推出了外观可

爱的 JOY TAB KIDS 平板电脑，预装了 Android 9 Pie 和 Kidomi 平台。 

 

对标产品，看 Alcatel JOY TAB KIDS 的市场优势与潜力。Alcatel JOY TAB KIDS 

定价 192 美元，同等价位的产品可以对标 Amazon Fire 10 儿童版本（199.99 美元）；

近似性能（2GB RAM，32GB ROM，8 寸）可以参考三星 Galaxy Tab A 儿童版本

（149.99 美元）。通过对比可以发现，即使和市场领先的品牌产品比起来， Alcatel

仍有其自身独到优势： 

➢ 内置平台 Kidomi，内容丰富。Kidomi 是 2018 年美国育儿产品大奖得主，是一款

面向 6 - 12 岁儿童的订阅应用程序，拥有成千上万个小时的游戏、书籍和视频，

包括来自梦工厂、Toca Boca 等的作品。 

 

➢ 支持 4G LTE 模式，提供更流畅的用户体验和更广泛的场景运用。相较于亚马逊

只支持 WIFI 模式，三星只支持蓝牙和 WIFI，Alcatel JOY TAB KIDS 支持更丰

富的通讯模式，便于孩子在更多移动场景中使用。 

 

➢ 前置摄像头像素更高。Alcatel JOY TAB KIDS 拥有 500 万像素的前置摄像头，更

能满足儿童拍照娱乐需要以及线上互动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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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Alcatel JOY TAB KIDS 还无植入广告，且内置 Google 助手，提升产品使

用的流畅感和互动感。  

 

图 64、阿尔卡特的儿童教育平板 

1T 系列 

售价：86 美元（7 英寸）、123 美元（10 英寸） 

JOY TAB KIDS 

售价：192 美元（8 英寸） 

  

资料来源：互联网，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表 6、相对竞品，阿尔卡特儿童平板电脑性能更高 

 Alcatel Joy Tab Kids Amazon Fire 10 儿童版 
Samsung Galaxy Tab A 儿童

版 

售价 192 美元 199.99 美元 149.99 美元 

屏幕大小 8 英寸 10 英寸 8 英寸 

内存 2GB RAM; 32GB ROM 2GB RAM; 32GB ROM 2GB RAM; 32GB ROM 

内容平台 Kidomi FreeTime Unlimited Samsung Kids 订阅服务 

支持通讯模式 WIFI, 蓝牙,3G,4G,4G LTE WIFI WIFI,蓝牙 

屏幕分辨率 1280x800 1920x1200 1280x800 

前置摄像头 500 万像素 200 万像素 200 万像素 

后置摄像头 500 万像素 200 万像素 800 万像素 

资料来源：亚马逊，兴业证券金融与经济研究院整理 

 

⚫ 拥有屏幕制造优势，可应用先进护眼技术 

在硬件设计上，TCL 的平板产品具备完善的智能护眼功能，产品屏幕均通过德国

莱茵 TÜV 实验室颁发的低蓝光护眼认证，能够减少屏幕发出的多余蓝光，缓解因

长时间使用平板产生的用眼疲劳。 

 

TCL 通讯还计划于 2020 年 9 月新发布一款旗舰级平板电脑，该平板将采用 TCL

研发的先进护眼技术，能够将光线柔和自然地反射到用户眼中，进一步丰富现有

产品布局。 

 

4.3、可穿戴设备品类丰富，TCL 通讯已提前布局 

4.3.1、增添性价比高的新品类，打造全场景生态链 

⚫ 提前布局可穿戴设备领域，先发优势明显 

可穿戴设备可分为四类：头戴式、手表/腕带式、眼镜式和其他传感器类。TC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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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早已开始布局可穿戴设备相关业务，具有先发优势。2013 年 12 月，TCL 通

讯与百度合作，在推出 TCL idol X+手机同时，推出了 Boom Band 智能手环。手

环可与 idol X+手机相连接，两种产品当时合计售价为 1999 元。 

 

2015 年，TCL 通讯在 CES 上宣布从惠普手中收购 Palm 品牌，2018 年 Palm Phone

产品面世，这是介于智能手表与手机之间的小型可穿戴设备，3.3 英寸，配置前后

摄像头，并具有其他手机软件功能。 

 

产品售价 350 美元，最新款 Palm Phone 产品价位为 250-450 美元。产品在北美地

区已拥有数量庞大的用户群体。2018 年，TCL 通讯在海外亦出品了 TCL MOVE 

MB12 智能手环、TCL MOVE MT10 智能手表等产品。 

 

图 65、Palm Phone：小型可连接、可穿戴设备 

  
资料来源：互联网，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 走高性价比路线，布局海外，瞄准中低端市场 

公司目前主要出售的可穿戴设备产品覆盖度较广，总体价格位于中低端，包括： 

➢ 耳机类：TCL 品牌产品。分为 ELIT Premium Sound、ACTV Nonstop Sound、

MTRO Bold Sound、SOCL Inspired Style 等系列，涵盖头戴式及真无线蓝

牙耳机（TWS），价格基本位于 10-100 美元之间。 

 

➢ 智能手表/手环类：阿尔卡特品牌产品。Movetime Family Watch 家庭及儿

童类手表（可连接定位系统）、Moveband 智能手环、Movetime 智能手表

等，价位大约位于 200 美元以下。 

 

➢ 宠物追踪器：TCL 品牌新品。Movetracker pet tracker，预计 2020 年 Q2

推出，价位为 100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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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6、TCL 通讯可穿戴设备产品丰富 

耳机类 

 
TCL ELIT Premium Sound 

价格：30-100 美元 

 
TCL ACTV Nonstop Sound 

价格：20-100 美元 

 
TCL MTRO Bold Sound 价格：

20-80 美元 

 
TCL SOCL Inspired Style 

价格：10-80 美元 

智能手表/手环类 宠物追踪器 

 
Alcatel Movetime Family Watch 

价格：199 美元 

 
Alcatel Moveband 

价格：5-25 美元 

 
 

Alcatel Movetime smartwatch 

价格：100 美元 

 
TCL Movetracker pet tracker 

价格：99 美元 

资料来源：公司官网，亚马逊网站，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注：上表为截至 2020 年 7 月 3 日统计数据，价格因产商促销、销售地区等或有调整 

 

通过与苹果、小米同类型产品比较，发现除家庭手表与宠物追踪器等新品价格相

对较高外，公司手表、手环等产品总体价格位于中低端，与小米定价相近。传统

式耳机与苹果定价一致或更低；真无线蓝牙耳机（TWS）中，TCL 产品定价处于

100 美元以下，低于苹果，部分产品价格略高于小米。 

 

图 67、部分苹果、小米同类型产品 

苹果品牌 

 
Apple AirPods 无线蓝牙耳机 

价格：159 美元 

 
Apple Earpods 有线耳机 

价格：29 美元 

 
Apple Watch Series 5 手表 

价格：384 美元 

 

 
Apple Watch Series 3 手表 

价格：199 美元 

小米品牌 

 
高品质多功能头戴耳机 

价格：24 美元 

 
Redmi AirDots S 无线蓝牙耳机 

价格：14 美元 

 
米兔儿童电话手表 3C 

价格：50 美元 

 
小米手表标准版 

价格：185 美元 

资料来源：亚马逊网站，苹果官网，小米商城，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注：上表为截至 2020 年 7 月 3 日统计数据，按当天汇率换算成美元。价格因产商促销、销售地区等或有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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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处于发展期的可穿戴设备行业，市场竞争压力较小 

可穿戴设备市场仍处于发展期，头部市场份额分散。据 IDC 研究数据显示，2019

年全球可穿戴设备出货量达到 3.4 亿台，同比增长 89%。全球前五大厂商依次为：

苹果、小米、三星、华为和 Fitbit，共占据 66.3%市场份额。相对于手机，2019

年全球智能手机前五大厂商的市场份额为 70.6%。 

 

作为多品类产品发展之一，TCL 可穿戴产品有助于宣传 TCL 品牌，其屏幕音画技

术优势也可运用于可穿戴设备。同时，此块产品分支或将提供动力，继续推进公

司向人工智能方向发展，增加公司品类以形成“大屏-中屏-小屏-可穿戴电子屏”的

全场景智慧显示协同，并完善其 AI x IoT 生态链。 

 

图 68、2016-2019 全球可穿戴设备出货量高增 图 69、2019 年头部前五生厂商占据 66.3%市场份额 

 
 

资料来源：IDC，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4.3.2、行业具有发展潜力，可带来产品协同 

可穿戴设备未来发展空间大。预计自 2019 年至 2024 年全球物联网智能连接市场

年复合增长率将达到+18%。可穿戴产品应用广泛，可延伸至健康、运动、保险等

多方面领域，并可与手机、电脑等电子产品硬件配合，是物联网智能连接市场的

重要成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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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0、全球物联网智能连接市场发展预计（单位：十亿台） 

 
资料来源：ResearchGate，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疫情过后，全球可穿戴设备市场有望恢复。从 2020 年至 2024 年，全球手表、耳

机的年复合增长率预计为+11.4%、+10.3%。其中，Counterpoint 数据，真无线蓝

牙耳机（TWS）年复合增长率将达到+27%。 

 

同时，TCL 可穿戴设备发展潜力大，公司现有产品已涵盖家庭、儿童、宠物等系

列，且以耳机、手表和手环为主。部分已有产品有助于公司向多场景，例如教育、

商用、公共服务等方向拓宽。未来，公司可穿戴产品可与其 TV 显示屏、面板、

手机等产品产生更多的协同，助力公司 5G+IoT 发展。 

 

表 7、全球物联网出货量、市场份额及五年复合年均增长率 

产品 
2020 年出货

量（百万） 

2020 年市

场份额 

2024 年出货

量（百万） 

2024 年市场

份额 

2020-2024 CARG

（复合年均增长率） 

耳机/头戴式 203.8 55.4% 301.5 57.2% 10.3% 

手表 95.0 25.8% 149.5 28.4% 11.4% 

手环 65.1 17.7% 69.8 13.3% 1.8% 

其他 4.3 1.2% 6.0 1.1% 8.7% 

总计 368.2 100.0% 526.8 100.0% 9.4% 

资料来源：Techno System Research，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5、借助多维优势，为通讯业务铺路 

5.1、多年扎根海外，TCL 具有海外品牌优势 

TCL 电视机在 2019 年上半年斩获近 30 个第三方专业评测机构大奖，包括最佳电

视、最佳 4K 电视、最高性价比电视等奖项。TCL 电视还获得了 PCMag（美国最

大的计算机专业杂志，提供专业测试意见和专家产品推荐）颁布的最佳电视读者

选择奖，特别提到了其性价比极高的特点，以及 TCL 与 Roku 合作为消费者带来

的绝佳智能电视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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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1、2019 年 TCL 电视获得 PCMag 电视读者选择奖 

 
资料来源：PCMag，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图 72、PCMag：2019 年 TCL 电视推荐度最高 

 
资料来源：PCMag，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作为全球市场的领导者，美国市场形成的品牌知名度在全球范围内具有很强的引

领作用，有助于企业实现品牌国际化。如索尼、丰田等日本企业，在国际化的过

程中往往选择美国市场作为开拓点，虽然美国市场竞争激烈，但若能站稳脚跟，

后续将更容易开拓其他市场。 

 

目前，公司在中国、北美、欧洲和部分新兴市场已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拥有一定

的品牌知名度，但欧洲的市场份额仍然较低。依靠公司在美国形成的品牌知名度，

公司未来有望在海外市场上取得更大的成就，特别是上升空间较大的欧洲市场。 

 

此外，随着 TCL 的品牌在北美逐渐深入人心，北美消费者便会认可该品牌下的所

有产品，渠道商也就愿意上架这些产品，进而 TCL 其他品类就可以利用 TCL 电

视业务所打开的渠道，为“品牌出海”铺路。 

 

TCL 电子坚持本土营销策略，切合当地消费者推出营销计划。同时，推出质量上

乘的产品，搭配优质的售后服务。使其在海外市场的品牌影响力不断扩大，形成

独特的品牌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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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坚持本土化营销策略，因地制宜 

针对北美进行多元营销，加速提高消费者对 TCL 品牌的信任程度，提升品牌形

象。北美的娱乐产业全球领先，TCL 在北美的营销便以娱乐营销为主，以进入北

美消费者日常生活的不同场景。并且通过与全球娱乐产业制高点互动，能让消费

者将对北美娱乐产业的高端形象的印象移情于 TCL 品牌上，进而提升 TCL 品牌

形象。 

 

除了与美国好莱坞大片进行植入、联合营销之外，TCL 还冠名了好莱坞中国大剧

院、赞助了艾伦秀。好莱坞中国大剧院曾举办多届奥斯卡颁奖礼，以剧院广场巨

星留印闻名世界，成为旅游胜地。2013 年 1 月 11 日更名为“好莱坞 TCL 中国剧

院” 。 

 

TCL 针对不同地区选择对应的热门项目以获得更优的营销效果。 

➢ 在北美，TCL 赞助 Rose Bowl 玫瑰碗球场、冠名美国职业足球联盟 San Jose 

Earthquakes 队主场及 4K Bar 球队； 

➢ 在欧洲，TCL 与自行车、徒步、马拉松等户外运动合作； 

➢ 在南美地区，赞助了巴西足协裁判员服装，冠名了阿根廷罗萨里奥中央队。 

 

图 73、TCL 冠名好莱坞中国大剧院 

  
资料来源：搜狐网，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图 74、与国际篮联合作 图 75、冠名罗萨里奥中央队 图 76、赞助巴西足协裁判员服装 

   

资料来源：搜狐网，东方体育，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5.1.2、海外产品性价比高，形成核心竞争力 

⚫ 北美市场形成性价比高的品牌形象 

TCL 通过早期进行的跨国并购取得的许多专利，以及持续的技术创新投入，为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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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电本地化作了充分保证，TCL 针对北美用户的习惯进行了软硬件方面的优化，

使其简单易用并且具备高性价比。 

 

2010 年，TCL 作为自有品牌进入北美市场，当时完全无人知晓。2010 年-2013 年，

TCL 处于在北美市场摸索定位时期，2014 年决定定位于面向北美年轻的人群、年

轻的家庭的高性价比产品。当时 TCL 作为北美市场的新品牌，难以享受品牌溢价，

再加上年轻人接受新事物相对容易且经济实力相对较弱，所以此定位非常合理。 

 

如今，在北美市场，TCL 的性价比高的品牌形象已深入人心。CNET 是美国著名

的电子产品媒体评审机构，其提到 TCL 6 系列的最新电视机是 2020 年最具性价

比的产品，网站编辑直言“从未看过如此便宜的高画质电视机”（原文：No TV I've 

ever tested offers this much picture quality for this little cash.）。 

 

图 77、TCL 多款电视上榜 CNET2020 最佳电视推荐 

 

 

 
资料来源：CNET，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 TCL 已成性价比最高的美国电视机品牌 

根据 NPD 数据，2019 年，TCL 超越美国本土电视厂商 Vizio，成为美国零售量

排名第二的电视机品牌。Vizio 的目标是向消费者提供富有性价比的高品质产品，

是 TCL 在美国的主要竞争对手。2006 年 Vizio 销售额达到 7 亿美元，2009 年电视

销量上升至北美第一，此后长期位列前三。 

 

Vizio 性价比不及 TCL，媒体评分上也略逊于 TCL。Vizio 目前在美国主要销售 4

个系列的产品，定位由低到高分别为 D、V、M 和 P 系列。通过比较 Best Buy 渠

道的销售价格，发现 Vizio 的产品价格基本要比 TCL 的高出$30-$350 不等，TCL

的产品更具性价比。不但是价格上比 Vizio 更有优势，在 CNET 和 Reviewed 等媒

体的评价上，TCL 大多数产品的评分也比 Vizio 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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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8、美国电视机零售市场销量市占率排名 

 
资料来源：NPD，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图 79、Vizio 主要电视产品系列 

 
资料来源：Vizio 官网，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图 80、TCL 主要电视产品系列 

 
资料来源：TCL 官网，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表 8、2020 年 7 月初 Best Buy 渠道 TCL 和 Vizio 产品价格对比 

 
低端 中低端 中高端 高端 

TCL 3 系列 Vizio D 系列 TCL 4 系列 Vizio V 系列 TCL 5 系列 Vizio M 系列 TCL 6 系列 Vizio P 系列 

32 寸 $149.99 $179.99       

40 寸 $199.99 $199.99  $239.99     

43 寸   $229.99 $279.99 $299.99    

50 寸   $269.99 $299.99 $349.99 $399.99   

55 寸   $299.99 $339.99 $399.99 $499.99 $549.99  

65 寸   $469.99 $469.99 $599.99 $699.99 $749.99 $1099.99 

价差 $0-$30 $0-$50 $50-$100 $350 

资料来源：Best Buy，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注：以上数据截至统计时间为 2020 年 7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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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售后服务体系完善，赢得北美消费者认可 

完美的消费体验需要远高于国内标准的售后服务水平，自动淘汰质量、售后、成

本控制不达标的产品与品牌。北美市场有着 90 天乃至更长的退换货有效期，并几

乎是无理由退货，甚至可以直接以不喜欢了为理由进行退货，而且只要消费者有

发票便可以得到全额退款。并且，即便是还未拆包装的崭新的产品被退货，法律

规定该产品便不能当新品卖，还要打上“Renewed”标签。 

 

退换货成本基本靠供应商承担，卖场没有损失，所以卖场会尽量满足消费者要求。

若产品质量不过关、成本控制差，便会因为高昂的售后成本而使其无法承担达标

的售后水平，进而被淘汰，曾有某中国品牌于 2014 年入场，第二年因为售后不达

标而被退场。 

 

表 9、美国卖场退换货时间期限宽松 

诺斯壮百货（Nordstrom） 好市多（Costco） 塔吉特（Target） 

无 无 

消费电子为 90 天 

90 天 

消费电子为 30 天 

资料来源：NBC 新闻网，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北美消费者对信任品牌的依赖、对卖点的理性甄别、渠道商对价格的完全控制，

使得产品在严格的北美市场无捷径可走。 

➢ 北美消费者在选择商品时主要基于对品牌的信任，品牌信任度的积累是一个

长期的过程，对于给人印象价格低但质量差的中国商品来说，这个过程便会

更加艰难。 

➢ 北美消费者较为理性成熟，不会因为自己不需要的卖点或营销术语而买单，

所以相对于国内消费者，“3D 电视”、“曲面屏幕”在中国的热销程度远超北美。 

➢ 北美渠道商掌握完全的定价权，厂商无法打价格战。 

 

优秀的售后服务赢得北美消费者认可。TCL 在美国市场采取美国总部+菲律宾售

后电话中心+合作的场内维修商的三角形售后体系，有效满足 90 天无理由退货甚

至无限期无理由退货的需求。 

 

从 2015 年开始，TCL 为了保证售后服务质量，开始组建自己的售后服务团队来

代替之前的第三方售后团队，以几乎两个月一次的频率亲自培训菲律宾马尼拉售

后电话中心售后团队，几乎每两个月就要去一次，使得马尼拉团队的售后服务满

意度非常高。2011 年，TCL 电视进驻美国亚马逊，总评论达到四星以上，也体现

了 TCL 良好的产品及服务，引发口碑传播。 

 

表 10、TCL 曾经的第三方售后团队&TCL 自建的售后团队服务水平对比 

TCL 曾经的第三方售后团队 TCL 自建的售后团队 

存在较长时间的无备用产品的等待期。 

若为新购置的产品，五十天之内提供给顾客备用

的崭新的产品，顾客收到备用品后再寄出返修产

品。  

资料来源：天极网，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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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开放渠道与运营商渠道互补，打通海外市场 

⚫ 电视业务已基本覆盖美国开放渠道 

渠道代表消费者掌握最高话语权，严格要求入店产品，提供完美消费体验是基本

要求。 

➢ 2014 年至 2017 年间，Roku TCL 电视完成了包揽美国约 80%电视销售的北美

六大主流渠道（Amazon、Costco、Best Buy、Walmart、Target 和 Sam's Club）

的全覆盖。 

➢ 除了针对普通消费者的零售经销商渠道以外，TCL 还同美国办公用品供应巨

头 Office Depot 合作，拓展商用零售渠道和 B2B 渠道，Office Depot 在北美有

超过 1200 家门店，拥有 5100 万终端消费者。 

 

图 81、公司北美业务渠道发展史 

 
资料来源：公司公告，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表 11、Costco 的盈利主要来源会员费 

(百万美元)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会员费 2533 2646 2853 3142 3352 

营业利润 3624 3672 4111 4480 4737 

占比 69.9% 72.1% 69.4% 70.1% 70.8% 

资料来源：Costco 公司财报，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图 82、公司美国线上渠道经销商 

 
资料来源：公司美国官网，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除了北美市场以外，TCL 也在其他海外市场积极拓展销售渠道。 

➢ TCL 从 2016 年开始重回印度市场。目前 TCL 电视在印度的合作经销商包括

印度电商巨头 Flipkart，以及 Amazon，Reliance Digital 和印度知名家电连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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店 Croma 等，实现了主要电视销售渠道线上线下全覆盖。 

➢ 在欧洲，TCL 与 Media Market 合作。Media Market 是欧洲最大的消费电子

零售商，在欧洲 13 个国家拥有超过 850 家店铺。 

 

⚫ 通讯业务与海外运营商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 

在欧美市场，通信运营商是移动通信设备最重要的销售渠道。在欧洲，运营商渠

道手机出货量占比为 50%。在美国，运营商渠道智能手机出货量占比约为 80%。 

 

而达成与运营商渠道合作则颇为不易。其合作流程通常分为三个阶段：谈判、内

部测试以及接受运营商的测试；在手机上市之前，还需要通过美国国家准入认证

（FCC）、第三方认证、运营商在网实测。一般来说，整个流程会持续 16-17 个月

之久。 

 

运营商的高门槛，阻挡了中国主要手机品牌在美国市场发展的步伐。华为一度接

近和 AT&T 达成合作，但最终却未能实现。大部分国产品牌手机，例如小米等都

只能在开放市场渠道经营。而 TCL 通讯在海外运营商渠道方面拥有明显优势。 

➢ 北美市场，TCL 通讯实现了对美国排名前三的、拥有垄断地位的通信运营商

AT&T, Verizon，T-Mobile 的全覆盖。 

➢ 欧洲市场，TCL 通讯与法国移动运营商巨头 Orange、英国最大通讯运营商

EE、英国跨国电信企业 Vodafone 保持合作。这些移动运营商的业务不仅在英

法，在欧洲各国也多有分布。 

 

图 83、美国运营商渠道手机出货量占比高  

 
资料来源：Counterpoint Research，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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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4、TCL 通讯海外运营商合作伙伴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 销售渠道优势互补，海外市场成长可期 

TCL 电视业务在开放渠道全覆盖、TCL 通讯业务则在运营商渠道拥有广泛合作伙

伴。随着 TCL 通讯业务并入 TCL 电子，两方销售渠道可互补。 

 

对通讯业务而言，海外手机市场的开放渠道，尤其是线上开放渠道的重要性在逐

渐加强。根据 Counterpoint Research，2018 年第一季度，美国线上智能手机渠道

占智能手机总销量的份额增长了 12%。2018 年第四季度，份额占比达到 12.4%。

其中 Amazon 的比重超过 22%，排名第一，而 BestBuy 也占据接近 10%的份额。 

 

若通讯业务能借力 TCL 电视与 Amazon、 BestBuy 等开放渠道经销商的合作关系，

无论是对于 TCL 自有品牌手机业务，还是阿尔卡特手机业务在开放渠道的发展，

都会大有裨益。 

 

而对电视和互联网增值服务而言，伴随着 5G 技术的渗透与应用，通信运营商们

也开始进入智能电视和智能家居业务领域。TCL 通讯强大的运营商渠道将协助

TCL 电视实现更深入的渠道覆盖，并协助雷鸟业务在海外市场进行渗透和发展。 

 

图 85、2018Q1、2018Q4 美国线上手机市场以亚马逊占主导地位 

 
资料来源：Counterpoint Research，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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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布局消费电子多品类，打造全场景智能生活  

⚫ 技术上，TCL 电子与 TCL 通讯相互赋能 

TCL 电子是电视机制造的影音专家： 

➢ 大屏：TCL 电子与华星光电、JOLED 进行内部协作，可生产高端大屏。华星

光电拥有 2 条 11 代线，多条 8.5 带线，可高效生产 65 寸及以上的大尺寸电

视。近日，华星光电以 300 亿日元（约合 20 亿元人民币）入股日本面板企业

JOLED，并签订合约一同研发 OLED 喷墨印刷技术，继续发展高端显示屏技

术。 

 

➢ 音质：TCL 电子与日本安侨 ONKYO、哈曼卡顿 Harman Kardon 等联合生产

了多款高音质电视机，是电视机音质专家。 

 

➢ 画质：TCL 电子拥有量子点、Mini Led、4K 及 8K 等高端画质技术，相较市

面主流的 OLED 技术，可生产出亮度更高、寿命更长的显示面板。  

 

TCL 通讯多年深耕通讯业务，拥有通讯交互、传感器、摄像等技术。可以与 TCL

电子的电视机业务相互赋能，二者联合将拥有未来智能硬件、智能家居、物联网

核心技术，这将加快产品创新迭代速度，为品牌电视机注入强劲增长动力。 

 

图 86、未来技术协作，TCL 将掌控智能核心技术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 用户场景上，将实现打造全场景智能生活 

产品的拓展，也意味着 TCL 电子的产品将从单一家庭场景拓展到多场景布局，提

高用户体验，增强用户粘性，提供更多的智能产品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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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场景：以智能电视为核心，互联互通，全方位构建智能家居场景 

在 TCL 的家庭场景下，电视不再只是传统的客厅娱乐中心，更是全屋智能家

电控制中心。TCL 全屋家电互联互通。用户的语音不仅可以声控电视，还可

以指挥电视来控制 TCL 的冰箱、洗衣机、空调、智能门锁等。例如，当用户

在客厅看电视时，可以直接语音操控电视，比如"小 T，打开空调 26 摄氏度"“开

启洗衣机”等，家电设备就会自动运行，无需手动操作。 

 

图 87、 TCL 旋转屏多样家庭场景搭建 

    
视频通话场景 居家办公场景 家庭健身场景 电商和短视频场景 

资料来源：TCL 天猫旗舰店，兴业证券金融与经济研究所整理 

 

➢ 移动场景：手机与可穿戴设备连接，随时随地传输信息 

TCL 亦通过无线互连、移动信号共享与 GPS 追踪等技术连接其电子设备，形成产

品间联系，并以此覆盖多种户外移动场景。比如： 

⚫ 在户外，若与宠物一同出行，佩戴在宠物身上的 TCL 宠物追踪器可有效通过

GPS 定位，并传输地点至手机 App，防止宠物走失。 

⚫ 在行走运动时，TCL 的智能手表能自动记录活动、计算步数、卡路里消耗等

数据，并同步共享至 TCL 手机。而在智能手表上的邮件、来电的提醒功能亦

能让用户在跑步时不用通过时时关注手机即可获取重要消息。 

⚫ 同时，TCL 无线耳机不仅穿戴便捷，在路途中不方便拿手机时，无线耳机亦

可通过快捷指令唤醒手机、下达命令，比如预约某家餐厅、打电话给朋友等。 

 

➢ 商用场景：向 To B 端延伸开拓，提高工作效率，开辟商用显示蓝海 

TCL 不仅仅发展 To C 端的个人或家庭的场景应用，更将智慧产品类拓宽至商用

To B 端。通过硬件软件相结合，延伸服务触角。 

 

例如，公司现有产品 TCL 智显会议电视可运用于礼堂、会议室、领导办公室等多

种办公领域。在办公过程中，会议内容可通过 4K 大屏显示，将图表、文字等信

息美观清晰地展现于参会人面前；若需控制屏幕，可以直接通过手势、触屏或智

能笔控制。参会人还可使自己的平板与手机连接至会议屏幕，电脑/平板与会议电

视间可进行双向投屏，无需线控，终端之间可以快速相互连接，操控简易。 

 

http://ipoipo.cn/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信息披露和重要声明 

                                  - 60 - 

行业深度研究报告 

6、对标小米，TCL 电子可提升估值空间 

6.1、小米集团与 TCL 电子主营业务业绩表现可比 

纵观行业内可比的消费电子企业，与 TCL 改革后的业务、产品价位和发展方向

最为相近的便是同在香港上市的小米集团。以“手机”出生的小米近几年亦不断扩

充品类——主攻 5G 手机，并同时发展平板、音箱、手表手环、以及家电等生活

消费电子产品。 

 

小米的业务布局包括三大方面：智能手机、IoT 与生活消费产品、以及互联网服

务。其中，2019 年智能手机占公司营收比例最大，约 59%；其次为 IoT 与生活消

费产品，占比 30%。 

 

表 12、小米集团与 TCL 电子目前在售产品结构对比 

商品分类 小米产品举例 TCL 产品举例 

智能手机类   

智能手机 
小米手机、Redmi 红米、腾讯黑鲨游戏手机等（共 18 款产品）；

小米移动电话卡 

TCL 品牌手机（包括 10、10Pro、10L）、Alcatel

品牌手机； 

IoT 与生活消费产品类   

电视 
小米电视大师 65 英寸 OLED、Redmi 智能电视 MAX98’’、小米

电视 4A 60 英寸等（共 24 款产品） 

TCL 品牌 3Series、4Series、5Series、6Series、8 Series 

TCL 电视（共 5 款系列） 

平板 小米平板 4（共 1 款平板） 
Alcatel 品牌教育平板系列、家庭平板 Xess 系列、

及 Alcatel 3T 10 等十余款其他系列平板 

笔记本电脑 RedmiBook13、小米游戏本等（共 6 款笔记本） 暂无 

显示器 小米显示屏（曲面、广角等）及键盘鼠标等配件 TCL 显示屏（曲面、广角等） 

耳机、音箱 

线控耳机、蓝牙耳机、头戴耳机、品牌耳机、k 歌耳机等（共 4

款系列） 

小爱音箱 Art、小爱触屏音箱 Pro8、蓝牙音箱等（共 11 款音箱） 

TCL 品牌 ELIT、ACTV、MTRO、SOCL 耳机等

（共 4 款系列）； 

TCL 品牌 ALTO 7+、ALTO 7 音箱等（共 4 款系列） 

手环、手表 
手环（共 3 款手环）； 

手表（共 3 款手表，包含儿童手表）； 

Alcatel Moveband 手环； 

Alcatel Movetime 智能手表、家庭及儿童系列手表 

追踪定位类 米兔追踪器 TCL 品牌宠物追踪器 

眼镜、车载类 
小米 VR-virtual reality 眼镜 

车载产品（平衡车、滑板车、智能后视镜、记录仪等） 

TCL 智能眼镜 

车载产品（TCL 车载空气净化器、行车记录仪等） 

家电与其他硬件 

家电类（冰箱、空调、洗衣机、扫地机器人、及其他多种小家

电） 

硬件类（路由器、打印机、视频门铃、智能门锁等） 

家电类（窗式空调机、便携式空调、除湿机、净

水器、热水器等） 

硬件类（5G CPE Wifi 连接设备、Wifi Mesh、追

踪设备等） 

其他生活用品 
儿童米兔智能故事机、学习机、吹风机、体重秤、婴儿推车、

健身车、双肩包、旅行箱、毛巾、雨伞等 
 

互联网业务类 
OTT 广告与游戏；MIUI 平台（Android 改进版手机操作系统）、

小米浏览器等 
TCL 雷鸟 OTT 业务、海外互联网业务 

资料来源：小米官网，TCL 官网，Alcatel 官网，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注：以上内容截至统计时间为 2020 年 7 月 9 日。OTT 全称为 Over the Top，指电视业中绕过传统有线电视、卫星电视系统，而直接通过互

联网、流媒体向用户提供内容。OTT 中完全以互联网电视架构为基础的例子有 Google TV、Hulu、Netflix 等。 

 

对标小米，其情况与 TCL 电子相似：  

➢ 小米的智能手机业务与 TCL 电子的电视业务相似：收入占比最大，但是毛

利占比明显小于收入占比，毛利率较小。且都是公司传统优势产品，经过了

以性价比打天下的阶段。2019 年，小米智能手机收入占比最大，达 59%，但

是 2019 年其毛利占比仅 31%，且毛利率为 7.2%。TCL 电子的电视业务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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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比为 70%，毛利占比为 67%，毛利率为 16.1%。 

 

➢ 小米的 IoT 与生活消费产品与 TCL 通讯业务相似：收入占比接近毛利占比，

毛利率相对较高，未来或是重要的收入组成。2019 年，小米的此项业务的收

入、毛利占比为 30%、24%，毛利率为 11.2%，TCL 电子此项业务的收入、

毛利占比为 25%、27%，TCL 通讯的毛利率为 21.6%。 

 

➢ 小米和 TCL 电子的互联网业务相似：收入占比较小，却提供了较多的毛利，

为毛利率最高业务，未来发展可期。2019 年，小米的此项业务的收入、毛利

占比为 10%、45%，毛利率为 64.7%，TCL 电子此项业务的收入、毛利占比

为 1%、4%，毛利率为 63.5%。 

 

图 88、2019 年，小米业务收入构成 图 89、2019 年，TCL 电子业务收入构成 

  

资料来源：Wind，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资料来源：Wind，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注：上图为预计剥离代工、合并 TCL 通讯业务收入构成 

 

图 90、2019 年，小米业务毛利构成 图 91、2019 年，TCL 电子业务毛利构成 

  

资料来源：Wind，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注：2019 年小米其他产品业务毛利为 0 

资料来源：Wind，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注：2019 年其他产品毛利假定为 2018 年水平，互联网业务

毛利为雷鸟网络科技的毛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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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2、小米主要业务毛利率 图 93、TCL 电子主要业务毛利率 

  

资料来源：Wind，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 小米的手机业务对比 TCL 电子的电视机业务 

2011 年 7 月 12 日小米创始团队正式亮相，宣布进军手机市场。2012 年，小米举

办了首届“米粉节”，有力促进了产品的销售。2013 年，小米手机继续升级，主打

性价比的红米手机面世。同时拓展线上渠道，开始建立线下实体店。2014 年，小

米发布红米 Note 手机。双 11 活动中，成为天猫、京东、苏宁三平台手机销量冠

军。当年 12 月小米官方直营店登陆淘宝。 

 

2015 年，小米官方旗舰店正式登入驻京东商城。当年小米手机国内市占率为

15.1%，出货量排名第一。而在 2016 年，随着线上渠道热潮冷却，小米开始发力

建设线下渠道，同时大环境下中国手机出货量接近饱和。当年小米手机销量下滑

17%，销售收入下滑 9%。 

 

2017 年，小米调整策略，决定升级商业模式，把纯线上模式升级为线上、线下融

合的“新零售”模式，带动手机销量提升，当年智能手机销量为 0.91 亿台，同比增

加 65%，销售收入也提升了 65%。 

 

2018 年，小米手机坚持双品牌定位，“小米”瞄准中高端市场，“红米”聚焦中低端

市场，并持续强化在中国大陆中高端手机市场地位，发布了 Mi 8 及小米 MIX 3

等旗舰智能手机，中高端机型收入占比提升，全球手机销量提升了 30%，达 1.19

亿台，销售收入提升 41%。 

 

2019 年，小米一方面持续投入在高端手机的品质和创新方面，另一方面推出红米 

K30 5G 手机，为中国市场上第一款定价在 2000 元以下的 5G 手机。销量提升 5%，

销售收入提升 7%。 

 

对比小米的手机与 TCL 的电视机业务，二者都主要受行业整体影响，而渠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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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革、市场的拓展亦是推升收入提升的重要变量： 

➢ 2015-2017 年，小米内部渠道建设对手机销售收入的影响较大。而在 2018-2019

年，智能手机行业进入 4G-5G 转型期，全球手机出货量接近饱和，大背景下

小米手机收入增速下滑。 

 

➢ 2015-2016 年，电视机行业竞争激烈，全球电视机出货量持续负增长。2017

年，得益于 TCL 电子在美国市场进入了主流开放渠道，实现了收入快速增长。

2018-2019 年，受行业增速放缓影响，TCL 电视机收入增速逐渐放缓。 

 

图 94、小米智能手机收入与同比增速 图 95、TCL 电视机业务收入及同比增速 

 

 

资料来源：Wind，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图 96、全球和中国智能手机出货量及同比增速 图 97、全球、中国电视机销量及同比增速 

  

资料来源：中国信通院，Strategy Analytics，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

研究院整理 

资料来源：IHS，产业在线，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展望未来，预计 5G 潮流将利好手机、电视机整体行业的发展。小米持续优化产

品结构，加大对中高端手机市场的投入，其手机业务毛利率将有所提升。与此同

时，在 TCL 电子围绕智能家居设备拓展的背景下，其电视机业务将有所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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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米 IoT 与生活消费产品业务对标 TCL 通讯业务 

2013 年是小米 IoT 与生活消费产品业务的元年。当年，小米推出了小米盒子、电

视、移动电源。2014 年，业务进一步拓展至可穿戴设备和智能家居，发布了首款

小米手环和空气净化器。 

 

2015 年该业务走向国际化。小米开始在美国销售手环、移动电源、耳机等产品，

随后小米商城正式登陆欧美市场。2016 年小米推出新型号和改良型号，继续扩展

产品组合，推出首款 IH 电饭煲。 

 

2017 年，小米发布首款人工智能音箱“小爱同学”。根据艾瑞咨询，以连接设备统

计（不包括智能手机和笔记本电脑），小米成为全球最大的消费级 IoT 平台。消费

者对其产品的质量、性价比日益认可，推升其销售收入快速增长。 

 

2018 年，小米进入白电市场，推出了互联网空调和互联网洗烘一体机，产品品类

更加多元。且该业务进一步向全球扩张，当年智能电视进入印度市场。截止当年

12 月 31 日，拥有超过 5 个小米 IoT 设备（不包括智能手机及笔记本电脑）的用

户约为 230 万名，同比+109.5%。 

 

2019 年，小米继续丰富产品组合，加强产品间的互联互通功能，扩大在智能生活

领域的领先优势。收入持续保持正增长。 

 

小米 IoT 与生活消费产品一方面受到行业发展的影响，另一方面与小米不断丰富

产品组合、拓展市场范围有关。与其影响因素相对比： 

➢ 行业：行业未来将迎来 5G 时代，推升手机、平板、路由器等通讯产品硬件

销量的增长，而随着物联网市场规模的扩大，TCL 通讯的智能手表、耳机也

将迎来利好发展。 

 

➢ TCL 通讯自身业务：TCL 通讯深耕 5G 手机业务，运营“阿尔卡特”和“TCL”

双品牌手机，未来将继续扩展手机、平板、路由器等品类，有望实现小米对

标业务 2016-2019 年的增长势头。 

 

 

 

 

 

 

 

 

 

 

 

http://ipoipo.cn/


 

请务必阅读正文之后的信息披露和重要声明 

                                  - 65 - 

行业深度研究报告 

图 98、小米 IoT 与生活消费产品收入及同比增速 图 99、TCL 通讯收入及同比增速 

 

 

资料来源：Wind，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注：缺少 TCL 通讯 2016 年数据 

 

图 100、中国智能家居市场规模 图 101、全球智能手机销量预测 

  

资料来源：奥维云网，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资料来源：IDC，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图 102、全球物联网连接设备数量 图 103、全球可穿戴设备出货量 

  
资料来源：Research Gate，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资料来源：Techno System Research，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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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联网业务相互对标 

小米和 TCL 电子的互联网业务收入构成、模式相近。 

➢ 小米互联网分部业务发展主要可分为三大部分：广告、游戏、其他增值服务，

2019 年分别占互联网收入的 15%、4%、80%。其中，其他互联网增值服务包

括有品电商平台、金融科技服务、电视互联网服务及境外互联网服务。 

 

TCL 电子的互联网业务分为海外互联网业务、雷鸟网络科技运营的互联网业

务，2019 年分别占互联网收入的 28%、72%。雷鸟科技运营互联网服务可进

一步细分为广告业务、视频付费分成及会员卡、增值业务。 

 

➢ 小米互联网业务变现主要依托手机、电视等硬件，如在手机上推送广告服务

收取相关费用。凭借手机上的游戏平台，小米主要通过销售充值于游戏内的

虚拟货币获取收入，与第三方游戏开放商进行分成。其他增值服务收入的来

源主要包括用户付费订阅文学、音乐等，以及互联网金融服务。 

 

与其相类似，TCL 电子的互联网业务主要依托电视机，海外互联网业务通过

与 Roku、Google 等 OTT 平台合作获得分成。广告业务则主要通过雷鸟电视

终端，投放第三方广告主和合作伙伴的广告，得到相应的广告收入。视频付

费分成及会员卡业务，主要与腾讯展开合作，获得相应分成。 

 

图 104、2019 年，小米互联网业务构成 图 105、2019 年，TCL 电子互联网业务构成 

  

资料来源：公司年报，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资料来源：公司年报，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2015-2019 年，小米的互联网业务收入保持高速增长。除了依据小米手机内置系

统 MIUI 获得相关互联网业务收入，小米还在逐渐布局电视机硬件。2013 年，小

米首发高清互联网机顶盒——小米盒子（内容串流媒体设备及游戏装置）。2015

年，发布了缩小的 mini 版机顶盒——小米小盒子。当年 12 月，MIUI 操作系统的

月活跃用户为 1.12 亿人，平均每用户互联网服务收入为 28.9 元。 

 

2016 年，小米手机销量下滑，但是用户群扩大、用户参与度提升，带动广告及互

联网增值服务收入增加。当年 12 月，MIUI 操作系统的月活跃用户为 1.35 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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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比增长了 20%。平均每用户互联网服务收入为 48.5 元，同比+68%。 

 

2017 年，小米广告及游戏业务收入继续增加。当年 12 月，MIUI 操作系统的月活

跃用户为 1.71 亿人，同比增长了 27%。平均每用户互联网服务收入为 57.9 元，同

比增速+19%。 

 

2018 年，得益于小米推荐算法持续优化，吸引用户更多、更频繁使用其互联网业

务。同时小米也在国际市场上继续优化海外互联网服务、推出热门互联网服务，

如在印尼推出视频、应用程序商店及动态消息服务。当年 12 月，MIUI 操作系统

的月活跃用户为 2.42 亿人，同比增长了 42%。平均每用户互联网服务收入为 65.9

元，同比增速+14%。 

 

2019 年，小米继续通过优化产品以增强用户粘性。通过优化推荐算法、提升匹配

效果、拓展广告主来源的多元化，小米的广告收入同比增长了 18%。小米有品电

商平台的商品交易总额(GMV)、收入迅速增长，全年 GMV 突破 100 亿元。金融

科技业务收入增长主要受到消费贷款业务增长的拉动。海外互联网业务发展迅速，

截止当年 12 月，小米在印度有 10 个 APP 的月活跃用户数超五千万。 

 

回顾 TCL 电子的互联网业务发展。2015-2016 年，TCL 电子积极搭建“电视+服务”

生态圈，与互联网服务供应商强强联合。2017 年，转变推动“智能制造+互联网”

业务新模式，整理线上线下渠道，拓展用户规模、提升可运营终端占比，从而扩

大广告、会员收入和服务变现。 

 

2018 年，TCL 电子加大力度建设、运营雷鸟平台，当年雷鸟和南方新媒体成立合

资公司，深化与牌照方的合作，丰富内容资源。2019 年，新增海外互联网业务收

入，互联网业务进一步国际化。 

 

小米和 TCL 电子的互联网业务存在共性，即都主要依托手机、电视等硬件扩大

用户群体，此外互联网业务产品的改进和优化、市场的拓展能带动收入的增长。

预计互联网整体市场规模仍有空间，随着用户规模扩大，两家公司的互联网收入

都将实现可持续性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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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6、小米互联网收入及同比增速 图 107、TCL 互联网收入及同比增速 

 
 

资料来源：Wind，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图 108、全球尚未能实现网络连接的人口依然众多 

 

资料来源：中国产业经济网，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 同为全球布局，目前 TCL 海外发展突出 

目前，小米暂时仍以国内业务为主，但近几年海外市场业务占比亦迅速提升，从

2015 年仅 6.1%上升至 2019 年的 44.3%。小米主要产品发展则集中在印度与西欧

地区。 

 

相比而言，TCL 国内市场已有一部分份额，更多聚焦国外。TCL 向海外市场进军

较早，在 2015 年海外业务收入占比已达到 35.6%。从 2015 至 2019 年，TCL 海外

占比稳步上升，2019 年海外营收占比达到 61.6%。在全球业务布局广度与熟悉度

上，目前 TCL 相比小米更有先发与占比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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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TCL 电子与小米集团就海外、中国业务占比对比 
公司 业务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TCL 电子 
海外业务收入占比 35.6% 41.9% 51.4% 58.5% 61.6% 

中国业务收入占比 64.4% 58.1% 48.6% 41.5% 38.4% 

小米集团 
海外业务收入占比 6.1% 13.4% 28.0% 40.0% 44.3% 

中国业务收入占比 93.9% 86.6% 72.0% 60.0% 55.7% 
 

资料来源：Wind，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6.2、TCL 电子估值尚存在较大提升空间 

对标小米，TCL 电子的估值有望提升。逻辑在于，小米和 TCL 电子的主营业务

在收入、毛利、未来发展空间类似，TCL 电子有望实现从电视机龙头向消费电子

企业的转型。 

 

截止 8 月 18 日，小米集团 PE（TTM）为 42 倍，2017-2019 年营业收入 CAGR 为

34%，扣非后归母净利润 CAGR 为 29%。同期， TCL 电子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PE（TTM）为 20 倍，2017-2019 年营业收入 CAGR 为 7%，扣非后归母净利润

CAGR 为 2%。我们预计 TCL 电子估值为 15-20 倍，维持“审慎增持”评级。 

 

TCL 电子转型后业务可对标小米，实现多引擎驱动，拉动收入更快增长。我们通

过对电视机业务的量价拆分，考虑了屏价变动的两种情形，预计未来三年 TCL 电

子收入维持双位数增长。其中，通讯业务增速为 8%、18%、25%；互联网等其他

业务为 44%、38%、15%。 

➢ 不考虑屏价变动情形：2020-2023 年，整体营收增速为 10%、22%、17%。其

中，电视机业务营收增速为 8%、-11%、14%；  

➢ 考虑屏价变动情形：2020-2023 年，整体营收增速为 11%、26%、20%。其中，

电视机业务营收增速为 9%、-7%、18%。 

 

图 109、小米 PE（TTM） 图 110、TCL 电子（PPE，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资料来源：Wind，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资料来源：Wind，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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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不考虑屏价变动的营收预测 

  2017A 2018A 2019A 2020E 2021E 2022E 

  营业收入 YoY 22% 12% 3% 10% 22% 17% 

  电视机业务 YoY  23% 10% -1% 8% -11% 14% 

  电视机业务占比  100% 99% 95% 93% 68% 66% 

  海外自主品牌 YoY    14% 17% 20% 20% 

  海外自主品牌占比   40% 45% 48% 47% 48% 

  国内自主品牌 YoY    -16% 0% 2% 2% 

  国内自主品牌占比   34% 28% 25% 21% 18% 

  代工 YoY    -5% 0%     

  代工占比    22% 20%     

 通讯业务 YoY   -14% -18% 8% 18% 25% 

 通讯业务占比         25% 26% 

 互联网业务等 YoY    44% 38% 15% 

 互联网业务等占比         8% 8% 

  

毛利率  15.4% 15.3% 17.4%     

费用率  13.1% 12.7% 13.8%     

净利率  1.9% 2.3% 5.0%     

归母净利率  2.0% 2.3% 4.9%     

扣非后归母净利率 1.5% 1.7% 2.3%       

资料来源：Wind，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表 15、考虑屏价变动的营收预测 

  2017A 2018A 2019A 2020E 2021E 2022E 

  营业收入 YoY 22% 12% 3% 11% 26% 20% 

  电视机业务 YoY  23% 10% -1% 9% -7% 18% 

  电视机业务占比  100% 99% 95% 93% 69% 68% 

  海外自主品牌 YoY    14% 18% 23% 22% 

  海外自主品牌占比   40% 45% 48% 46% 47% 

  国内自主品牌 YoY    -16% 2% 12% 11% 

  国内自主品牌占比  34% 28% 25% 23% 21% 18% 

  代工 YoY    -5% 17%     

  代工占比    4% 0%     

 通讯业务 YoY   -14% -18% 8% 18% 25% 

 通讯业务占比         24% 25% 

 互联网业务等 YoY    44% 38% 15% 

 互联网业务等占比         8% 7% 

  

毛利率  15.4% 15.3% 17.4%     

费用率  13.1% 12.7% 13.8%     

净利率  1.9% 2.3% 5.0%     

归母净利率  2.0% 2.3% 4.9%     

扣非后归母净利率 1.5% 1.7% 2.3%       

资料来源：Wind，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6.3、对比黑电其他企业，TCL 电子估值有望提升 

考虑未来屏价走高，预计 TCL 电子在业务变革后，2020-2022 年收入复合增速为

+22%。而在毛利率保持上升、费用率稳定的情况下，未来扣非后归母净利润有望

实现+20%左右的双位数正增长。 

 

对比其他黑电企业，根据 wind 一致预测，2020-2022 年，海信视像归母净利润双

位数增长，对应 2020 和 2021 年 PE 为 26、21 倍，创维集团 2020、2021 年归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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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利润同比增速为 11%、9%，对应 PE 为 8、8 倍。业绩和估值相对应，我们预计

TCL 电子 2020-2022 年的扣非后 PE 有望达到 20 倍，目前在 15 倍左右。 

 

表 16、三家黑电公司估值与业绩对比 

公司 PE 营业收入 YoY 归母净利润 YoY 

 TTM 20E 21E 20E 21E 22E 20E 21E 22E 

TCL 电子 6.18 11.06 8.93 2.51% 13.18% 13.25% -44.15% 23.93% 4.65% 

海信视像 31.23 26.25 20.89 -1.65% 7.78% 5.17% 24.21% 25.70% 16.73% 

创维集团 9.14 8.24 7.53 2.93% 9.64% 2.71% 10.71% 9.49% 25.79% 

资料来源：Wind，兴业证券经济与金融研究院整理 

注：表中数字均来自 Wind 一致预测，其中 PE（TTM）为 2020 年 8 月 18 日收盘价 
 

 

TCL 电子的主业与小米有一定相似性，估值上小米有一定参考价值。8 月 18 日

收盘，wind 一致预期下小米集团 PE 2020E 为 42 倍，TCL 电子对应 2020 年扣非

归母净利润在 15 倍左右。我们判断在交易完成后，作为多元化的消费电子，收入

未来三年年复合增速在双位数，由于旗下互联网业务比主业增速更快、占比逐渐

提升带动利润率提升，扣非归母净利润维持在双位数及以上增长，TCL 电子合理

估值为 15-20 倍。 

 

风险提示：通讯业务发展未达预期，中美贸易摩擦超预期，海外业务纠纷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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