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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电子电器产品消费朝着智能、健康、节能环保等方

向升级的趋势愈发明显，国务院以及发改委、商务部等政府

部门部署推动电子电器产品“以旧换新”，苏宁、京东、国美

等市场主体都积极开展电子电器产品“以旧换新”。为了更好

地分析电子电器消费市场特点，本报告基于 2019年 1-11月

苏宁平台电子电器产品“以旧换新”开展情况及有关数据资

料，分析电子电器产品“以旧换新”的区域、品牌、品类等

特征，并总结电子电器产品“以旧换新”在推动消费升级方

面所发挥的作用。 

1.2019 年我国电子电器消费概况 

1.1 电子电器消费市场规模趋于平稳 

家电总体零售额呈现下滑趋势。根据中国家用电器研究

院和全国家用电器工业信息中心联合发布的报告数据，2019

年前三季度，我国家电行业国内市场零售额累计 5870亿元，

同比下降 2.8%。其中，2019年上半年我国家电行业国内市场

零售额累计 4125 亿元，同比下降 2.1%；第三季度国内市场

零售额为 1745亿元，同比下降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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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2018-2019年前三季度我国家电行业销售规模 

数据来源：中国家用电器研究院和全国家用电器工业信息中心 

 

手机市场消费规模呈现下降趋势。受 4G红利逐渐消失、

市场需求减弱、痛点创新不足、产品同质化等问题影响，我

国手机市场出货量呈下降趋势。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数据，

2019 年前三季度手机总体出货量为 2.87 亿部，同比下降

5.7%。其中，作为市场主要产品，智能手机 2019年前三季度

出货量为 2.75亿部，同比下降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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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2016-2019年前三季度我国手机及智能手机出货量变化 

数据来源：《2016年-2019年 1-9月国内手机市场运行分析报告》，中国信

息通信研究院。 

1.2 中高端家电替换需求逐步释放 

传统家电产品表现疲软，生活小电产品小幅增长。根据

中国家用电器研究院和全国家用电器工业信息中心联合发

布的报告数据，2019 年前三季度，彩电产品市场销售规模同

比下降 11%，空调产品市场规模同比下降 5%，冰洗产品整体

替换需求释放缓慢，规模与去年基本持平。厨房电器市场整

体规模小幅下滑，其中洗碗机与集成灶市场规模增幅较大，

同比增幅分别为 22%和 42%。生活小电产品市场规模小幅增

长，同比增幅为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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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2018-2019年前三季度我国家电分品类销售额对比 

数据来源：中国家用电器研究院和全国家用电器工业信息中心 

 

家电消费逐渐步入存量升级阶段。当前我国居民家庭家

电产品保有量渐趋饱和，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截至 2019年上

半年，我国城镇居民空调、洗衣机、冰箱、彩电每百户保有

量分别为 128.6台、95.7台、98台、123.8台。随着居民收

入的提高，消费者对于智能、绿色、健康家电产品的诉求逐

渐上升，与消费升级挂钩的中高端家电产品增长明显。据苏

宁销售大数据，2019 年“十一”黄金周期间，8K 电视在苏宁

全渠道销量环比增长 302%，健康空调同比增长 263%，空气净

化器销量环比增长 154.22%。根据上海国美相关负责人介绍, 

2019年“十一”黄金周期间,国美渠道 8000元以上中高端商

品销售额大幅提升，激光电视销量同比增长 358%，洗碗机销

量增长了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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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消费电子产品迭代升级势头强劲 

中高端手机产品逐渐成为市场主流。当前 2G 手机占比

持续下降，4G、5G 手机等中高端产品市场占比持续上升。据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数据，2019年前三季度，2G手机市场规

模同比下降 28.7%，3G手机市场规模小幅增长；4G手机作为

市场主流产品，市场占比由 2016年前三季度的 92.3%持续上

升至 2019年前三季度的 95.8%；而位列最高端细分市场的 5G

手机销量迅速增长，2019 年前三季度出货量达 78.7 万部，

市场占有率为 0.27%。预期随着技术红利的进一步释放和手

机厂商 5G 布局的持续推进，5G 手机将为手机市场持续增长

增添新动力。 

 

 

图 1-4 2016-2019年前三季度我国 4G 手机出货量及占比 

数据来源：《2016年-2019年 1-9月国内手机市场运行分析报告》，中国信

息通信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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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2018-2019年前三季度我国手机分品类出货量对比 

数据来源：《2018年-2019年 1-9月国内手机市场运行分析报告》，中国信

息通信研究院。 

 

消费电子产品加速迭代升级。在政策利好、技术进步、

收入水平上升等因素驱动下，消费电子品类呈现出品质化、

高端化、智能化的消费升级特征。在手机市场方面，当前 3G、

4G 智能手机等传统产品已经逐渐接近饱和，而 5G 技术市场

化应用布局有望推动手机消费加速迭代升级，带有 5G芯片、

柔性屏、4K 技术的高端手机产品受到消费者青睐，如华为在

2019年“双 11”推出的 Mate 30 系列 5G 产品引爆国内市场。

在数码产品市场方面，功能全面、可玩性高的智能商品颇受

年轻消费者青睐，据国美数据，2019 年“双 11”期间，国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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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捧，据中国产业调研网数据，2019 年轻薄本、游戏本和商

用笔记本分别以 34.19%、33.3%和 21.68%的关注度高居榜首，

形成三足鼎力之势。 

1.4 电子电器消费渠道线上线下融合 

家电线上零售额增速放缓，线上渠道集中度高。根据中

国家用电器研究院和全国家用电器工业信息中心联合发布

的报告数据，2019 年前三季度我国家电线上市场累计零售额

为 2092 亿元，同比增长 3.3%。其中，上半年线上同比增长

4.2%，三季度线上同比增长 1.3%，增幅有所放缓。家电线上

渠道集中度较高，根据中国家用电器研究院和全国家用电器

工业信息中心联合发布的报告数据，2019年前三季度线上家

电销售渠道市场份额分布中，京东、苏宁、天猫分别以 38.9%、

30.8%、22.8%的市场份额位居前三，三者合计市场份额占比

超过九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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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6 2019 年前三季度家电行业线上市场份额情况（零售额） 

数据来源：中国家用电器研究院和全国家用电器工业信息中心 

 

家电市场线下渠道规模有所下滑。根据中国家用电器研

究院和全国家用电器工业信息中心联合发布的报告数据，

2019 年前三季度，我国家电线下市场累计零售额达 3778 亿

元，同比下降 5.8%。其中，第三季度所有品类均呈现下滑趋

势，彩电和空调产品销售额下滑幅度较大。作为我国线下两

大重点流通渠道，苏宁和国美市场份额相对稳定。2019年前

三季度苏宁以 17.9%的份额位居市场首位，国美以 8.5%的市

场份额位居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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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7 2019 年前三季度家电行业线下市场份额情况（零售额） 

数据来源：中国家用电器研究院和全国家用电器工业信息中心 

 

苏宁在线上线下全渠道中市场占比最高。当前家电产品

销售呈现线上线下融合发展的趋势，苏宁、京东、天猫等平

台线上线下全渠道布局均有序推进。根据中国家用电器研究

院和全国家用电器工业信息中心联合发布的报告数据，2019

年前三季度苏宁在家电全渠道市场中市场份额为 22.5%，领

先于京东 8.6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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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8 2019 年前三季度家电市场整体份额情况（零售额） 

数据来源：中国家用电器研究院和全国家用电器工业信息中心 

2.“以旧换新”成为电子电器产品消费亮点 

2.1 “以旧换新”顺应消费发展趋势 

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在新房数量减少、家电及消

费电子产品保有量渐趋饱和、居民收入上升、中产阶级人数

增加等因素影响下，电子电器消费市场由数量增长转为存量

升级，居民对于老旧电子电器产品的更新换代需求和智能、

绿色等电子电器产品升级需求渐趋明显。按照家电平均使用

寿命为 10 年估算，我国许多城镇家庭的传统家电已到达替

换年限。同时，随着智能化、科技化时代的来临，电子电器

产品快速迭代升级，消费者不再仅仅满足于基础使用功能，

更加讲究品质提升和体验升级。根据中国青年报社社会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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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数据显示，2017 年有 96.7%的家庭中留有废弃不用的电

子电器产品。由于国内居民产生了大量的更新换代购置需求，

此时大规模实施“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措施，可以为电子电

器消费提供新的增长点，较好地激发居民消费潜力，满足人

民美好生活的需要，符合当前我国消费升级的发展趋势。 

一系列政策利好推动电子电器产品“以旧换新”，2019 年，

《进一步优化供给推动消费平稳增长促进形成强大国内市

场的实施方案》、《推动重点消费品更新升级畅通资源循环利

用实施方案》、《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发展流通促进商业消

费的意见》等有关政策文件陆续出台，明确提出要“支持绿

色、智能家电销售，促进家电产品更新换代”、“推动家电和

消费电子产品更新换代”、“鼓励具备条件的流通企业回收消

费者淘汰的废旧电子电器产品，折价置换超高清电视、节能

冰箱、洗衣机、空调、智能手机等绿色、节能、智能电子电

器产品，扩大绿色智能消费”，一系列政策有力推动了电子电

器产品更新换代进程，推动电子电器消费朝着绿色智能的方

向升级。 

2.2 “以旧换新”市场潜力逐渐显现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认真落实国务院以及

发改委、商务部等部门促消费相关部署，顺应电子电器消费

市场升级趋势，2019 年以来全国各城市启动“以旧换新”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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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行动，苏宁、京东、国美等市场主体均参与其中。苏宁

于 2019年 2 月成立专项“以旧换新”项目部，整合各品牌工

厂为消费者提供购新换新补贴，包括新机补贴券、加价回收

券等多种补贴方式刺激居民消费;同时，打通旧机回收与新

机购买流程，提供线上线下全渠道的有序衔接、规范化、标

准化的服务，便利居民“以旧换新”。当前“以旧换新”市场

潜力正初步显现，据苏宁易购大数据中心数据，截至 2019年

11 月底，苏宁平台“以旧换新”总转化金额 60 亿，参与补

贴人数 133万人次，换新台数超 200 万订单，回收电子电器

产品件数 285万件，其中传统家电换新占比 83%。 

2.3 “以旧换新”线下渠道独占鳌头 

苏宁平台“以旧换新”业务提供邮寄回收、上门回收和

门店回收三种方式，全渠道满足消费者需求。从线上线下渠

道分布来看，苏宁平台电子电器产品“以旧换新”业务开展

以线下为主，据苏宁易购大数据中心数据，2019 年 1-11 月

电子电器产品线下“以旧换新”转化金额占比达 75%，线上

渠道“以旧换新”业务占比仅为四分之一。一方面，这源于

旧机回收需要的质量鉴定、价格评估等一系列衍生服务，实

体线下门店能够更好地承接这一功能；另一方面，这也体现

出苏宁的全渠道布局优势,线上线下共同发力满足居民的电

子电器消费升级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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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1 2019 年 1-11 月苏宁电子电器产品“以旧换新” 

转化金额线上与线下分布 

数据来源：苏宁易购大数据中心。 

 

从具体品类“以旧换新”的线上线下渠道分布来看，2019

年 1-11月，手机、电脑、数码等消费电子类产品通过线上渠

道“以旧换新”比例相对较高，其中，手机通过线上渠道“以

旧换新”占比过半，线上渠道成为手机“以旧换新”的主要

渠道。冰洗、厨卫、黑电等家电产品通过线上渠道“以旧换

新”比例相对较低，其中，空调通过线上渠道“以旧换新”

占比不足 10%。 

 

线上, 25%

线下,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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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2 2019 年 1-11 月苏宁分品类电子电器产品“以旧换新” 

转化金额线上与线下分布 

数据来源：苏宁易购大数据中心。 

2.4“以旧换新”品牌消费带动显著 

“以旧换新”品牌电子电器产品占比过半。据苏宁易购

大数据中心数据，2019 年 1-11月苏宁平台全渠道中，海尔、

美菱、海信、美的、惠而浦及苏宁自主品牌共计实现“以旧

换新”转化金额超过 26亿元，占比 44%。可以看出，苏宁平

台消费者电子电器产品的“以旧换新”更加追求品质和注重

品牌，品牌化电子电器产品消费升级特征显著。其中，美的、

海尔分别以占比 12.39%和 9.71%位于品牌转化金额前两位；

苏宁自主品牌实现转化金额超过 5 亿元，占 8.60%，位列第

三位。2019 年 1-11 月苏宁平台线上渠道中，“以旧换新”品

牌电子电器产品转化金额占比达 30.12%；线下渠道“以旧换

新”品牌电子电器产品转化金额占比达 48.89%。 

冰洗 厨卫 电脑 黑电 空调 数码 手机 小家电 中央集成 合计

线上 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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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电子电器产品“以旧换新”城市集中度高。据苏宁

易购大数据中心数据，2019 年 1-11 月，苏宁平台品牌电子

电器产品转化金额排名前十的城市以华东和华北区域为主，

转化金额排名前五的城市分别为上海、长沙、南京、青岛和

天津，其中上海转化金额突破 2亿元，长沙、南京、青岛和

天津转化金额均突破 1亿元，5座城市品牌转化金额达 7.91

亿元，占全部品牌转化金额的 29.80%。第六位到第十位城市

分别为苏州、杭州、北京、大连、武汉，10 座城市品牌转化

金额共计 12.24亿元，占全部品牌转化金额的 46.16%，可以

看出品牌电子电器产品“以旧换新”城市集中度较高。 

3.“以旧换新”以一线及新一线城市为主 

3.1 “以旧换新”市场规模东中西部依次递减 

2019 年 1-11月期间，苏宁平台电子电器“以旧换新”

市场规模区域分布呈现东中西部依次递减的特点。东部沿

海发达地区占主要地位，占比近七成；中部、西部和东北

部地区占比较低，且比例依次递减1。 

                                                             
1 东部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四大区域划分以国家统计局统计口径与“七五”计划

等相关全国行政区划分方法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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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1 2019 年 1-11 月苏宁电子电器产品“以旧换新” 

转化金额东中西部占比 

数据来源：苏宁易购大数据中心。 

 

从城市群分布来看，2019 年 1-11 月，长三角城市群在

苏宁平台“以旧换新”市场规模占比近半，远高于京津冀、

粤港澳大湾区、长江中游等城市群占比。其中，上海市“以

旧换新”转化金额在全国最高，约为南京市（排名第二）转

化金额的两倍。这一定程度上体现出长三角城市群居民对于

老旧电子电器产品更新换代的需求更为旺盛，同时对于“以

旧换新”业务接受度更高。另一方面，这也与苏宁在长三角

地区全渠道推广“以旧换新”业务密切相关。2019 年苏宁在

上海发起了“全城大收旧”、“全城寻找老发票”、“旧伪劣寻

物启事”等活动，在上海苏宁易购各电器店、直营店、大润

发店等 700家线下门店，提供旧机评估、获得报价、回收鉴

定、领取补贴全流程“以旧换新”服务，回收范围覆盖空调、

东部

中部

西部

东北

东部 中部 西部 东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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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洗衣机、冰箱、数码、电脑、手机等诸多品类，其中

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最高达 1000 元，手机品类最高补贴

2000元。 

3.2 一线城市引领消费电子产品“以旧换新” 

一线城市
2
经济发展水平与居民收入水平均相对较高，冰

洗、黑电等传统家电更新换代完成度也相应较高，居民更加

青睐手机、电脑、数码、空调等电子电器产品“以旧换新”。

从一线、新一线、二三线城市空调、手机、数码、电脑品类

“以旧换新”转化金额平均占比来看，2019年 1-11月期间，

一线城市这四大品类占比均高于新一线、二三线城市占比，

一线城市引领空调、手机、数码、电脑产品更新换代趋势明

显。 

空调是苏宁平台“以旧换新”主要品类之一，2019年 1-

11 月，空调转化金额在苏宁平台电子电器全品类中占比超过

四分之一，仅次于冰洗产品，体现居民空调消费的升级需求

较高。一线城市是当前空调产品更新换代的主要战场，从转

化金额绝对值城市排名来看，排名前十城市基本为北京、上

海、南京等一线与新一线城市，仅有徐州位列第十。从一线、

新一线、二三线城市空调品类“以旧换新”转化金额平均占

比来看，一线城市该品类占比超过三分之一，而新一线城市、
                                                             
2 一线城市与新一线城市名单以《2018 中国城市商业魅力排行榜》为依据，一线城市包括北京、上海、广

州、深圳，新一线城市包括成都、杭州、重庆、武汉、苏州、西安、天津、南京、郑州、长沙、沈阳、青

岛、宁波、东莞和无锡。一线与新一线城市之外统称二三线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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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线城市该品类占比仅为 20%左右。 

 

图 3-2 2019 年 1-11 月苏宁空调品类“以旧换新” 

转化金额前十城市 

数据来源：苏宁易购大数据中心。 

 

2019 年 1-11 月期间，手机“以旧换新”转化金额在苏

宁平台电子电器全品类中占比超过 15%，仅次于冰洗和空调

产品，呈现出居民对手机产品更新换代的较高需求。从转化

金额绝对值城市排名来看，排名前十城市均为北京、上海、

南京、武汉等一线与新一线城市，其中北京和上海分别排名

第一和第二。从转化金额占比城市排名来看，重庆、盐城和

北京该比例排名前三，其中重庆手机品类“以旧换新”在该

城市“以旧换新”总额中占比近六成，盐城手机品类“以旧

换新”在该城市“以旧换新”总额中占比也接近一半。 

 

上海 南京 北京 长沙 广州 苏州 杭州 无锡 成都 徐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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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3 2019 年 1-11 月苏宁手机品类“以旧换新” 

转化金额前十城市 

数据来源：苏宁易购大数据中心。 

 

电脑品类“以旧换新”转化金额在苏宁平台电子电器全

品类中占比较低，多数城市占比不足 1%，更新换代的趋势仍

不明显。从转化金额绝对值来看，2019 年 1-11 月，排名前

十城市均为上海、北京、南京等一线与新一线城市，其中上

海位列第一。从占比来看，盐城、汕头、青岛三个城市占比

位列前三，青岛、宁波、北京、广州、西安等五个一线及新

一线城市位列前十。 

 

北京 上海 南京 重庆 沈阳 青岛 天津 武汉 成都 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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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4 2019 年 1-11 月苏宁电脑品类“以旧换新” 

转化金额前十城市 

数据来源：苏宁易购大数据中心。 

3.3 新一线城市占据新兴家电“以旧换新”主战场 

2019 年 1-11 月期间，苏宁“以旧换新”电子电器全品

类市场规模绝对值排名前十的城市均为北京、上海、广州等

一线城市和杭州、无锡、南京、沈阳等新一线城市。苏宁平

台数据显示，2019 年 1-11月一线及新一线城市“以旧换新”

转化金额合计占比超过四分之三；其中，一线城市占比约为

三分之一，新一线城市市场规模占比超过四成，成为苏宁“以

旧换新”业务的主战场。 

上海 南京 北京 青岛 广州 沈阳 苏州 天津 成都 无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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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5 2019 年 1-11 月苏宁电子电器全品类“以旧换新” 

转化金额前十城市 

数据来源：苏宁易购大数据中心。 

 

2019 年 1-11 月期间，新一线城市在中央集成产品、厨

卫产品等新兴家电更新换代中呈现引领态势。厨卫产品是苏

宁平台“以旧换新”的重要品类之一，厨卫产品转化金额在

全品类转化金额中占比接近百分之十。2019年 1-11月期间，

厨卫产品“以旧换新”转化金额绝对值前十城市中南京、苏

州、无锡、杭州等新一线城市均位列其中；厨卫产品“以旧

换新”转化金额占比前十城市中，南京、武汉等新一线城市

该比例均超过百分之十。从厨卫产品“以旧换新”转化金额

在一线、新一线、二三线城市分布来看，新一线城市占比超

过四成，高于一线城市和二三线城市。 

 

上海 南京 北京 长沙 苏州 广州 无锡 沈阳 杭州 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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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6 2019 年 1-11 月苏宁厨卫产品“以旧换新” 

转化金额排名前十城市 

数据来源：苏宁易购大数据中心。 

 

作为中高端消费升级的主要方向，苏宁平台中央集成家

电“以旧换新”市场规模较小，大多数城市中该品类占比不

足百分之一，其中高端消费的特性导致该产品消费市场以一

线及新一线城市为主。2019 年 1-11 月期间，中央集成家电

产品转化金额绝对值前十城市基本为一线及新一线城市，仅

有福州位列第三；中央集成家电产品转化金额占比前十城市

中，福州市是中央集成家电产品转化金额占比最高城市，郑

州、重庆、南京、杭州、西安等多个新一线城市位列其中。

从中央集成产品“以旧换新”转化金额在一线、新一线、二

三线城市分布来看，新一线城市占比过半，远高于一线城市

和二三线城市占比，新一线城市对于中央集成产品“以旧换

新”需求明显。 

上海 南京 广州 北京 大连 苏州 贵阳 无锡 杭州 福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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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7 2019 年 1-11 月苏宁中央集成产品“以旧换新” 

转化金额占比前十城市 

数据来源：苏宁易购大数据中心。 

3.4 二三线城市传统家电“以旧换新”占主导 

2019 年 1-11 月，二三线城市市场中，冰洗、黑电等传

统家电正处于“以旧换新”的高峰期，传统家电是二三线城

市电子电器产品更新换代的主要品类，同时二三线城市市场

中小家电“以旧换新”也呈现出一定的市场潜力。 

冰洗品类“以旧换新”占比超过三成。冰洗品类是苏宁

平台“以旧换新”的最主要电子电器品类，2019 年 1-11月，

冰洗品类“以旧换新”转化金额在全品类中占比超过三成。

从一线、新一线、二三线城市冰洗品类“以旧换新”转化金

额平均占比来看，二三线城市该比例超过三分之一，高于新

福州

石家庄

汕头

郑州

重庆

南京

海口

杭州

西安

厦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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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城市约 1.5 个百分点，高于一线城市约 13 个百分点。

苏宁平台冰洗品类“以旧换新”转化金额绝对值城市排名中，

上海、南京、长沙、沈阳、无锡位居前五。苏宁平台冰洗品

类“以旧换新”转化金额占比城市排名中，包头、兰州市冰

洗“以旧换新”转化金额在该市所有品类“以旧换新”转化

金额中占比过半；哈尔滨、长春、乌鲁木齐、兰州等二三线

城市冰洗品类“以旧换新”转化金额占比也接近 50%，同时

长沙、沈阳、昆明、杭州等新一线城市该比例也位列前十。

苏宁易购大数据中心数据显示，二三线城市居民对于冰洗

“以旧换新”需求较高，部分新一线城市也仍然存在一定的

冰洗产品更新换代需求，而一线城市冰洗产品更新换代基本

完成。 

 

图 3-8 2019 年 1-11 月苏宁冰洗产品“以旧换新” 

转化金额占比前十城市 

数据来源：苏宁易购大数据中心。 

包头

兰州

长沙

哈尔滨

沈阳

昆明

长春

乌鲁木齐

南昌

杭州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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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电“以旧换新”占比较高。黑电品类是苏宁平台“以

旧换新”主要品类之一，2019 年 1-11 月，黑电品类“以旧

换新”转化金额在全品类中占比约为 15%。从一线、新一线、

二三线城市黑电品类“以旧换新”转化金额平均占比来看，

二三线城市该比例高于新一线城市该比例约 3个百分点，高

于一线城市该比例约 6个百分点。苏宁平台黑电品类“以旧

换新”转化金额绝对值排名前十城市仍然以一线及新一线城

市为主，其中上海、南京、长沙位居前三；苏宁平台黑电品

类“以旧换新”转化金额占比排名前十城市中，昆明、宁波、

郑州等新一线城市分别位列第二、第八和第十，汕头该比例

最高，同时乌鲁木齐、包头、贵阳、内江、太原、兰州等二

三城市也均位列前十。从黑电品类“以旧换新”转化金额在

一线、新一线、二三线城市分布来看，二三线城市“以旧换

新”转化金额在所有城市中占比超过四分之一，呈现出该地

区居民对于黑电更新换代的较高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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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9 2019 年 1-11 月苏宁黑电品类“以旧换新” 

转化金额占比前十城市 

数据来源：苏宁易购大数据中心。 

 

二三线城市小家电“以旧换新”潜力较大。各城市居民

对于小家电更新换代也呈现一定需求，2019 年 1-11 月，多

数城市小家电“以旧换新”转化金额在全品类中占比介于 1%

到 5%之间。从一线、新一线、二三线城市小家电品类“以旧

换新”转化金额平均占比来看，二三线城市该比例高于新一

线城市与一线城市，小家电更新换代潜力较大。苏宁平台小

家电品类“以旧换新”转化金额绝对值排名前十城市仍然以

一线及新一线城市为主，其中上海、南京、北京位居前三；

苏宁平台小家电品类“以旧换新”转化金额占比排名前十城

市中，除昆明、青岛分别位列第二和第七之外，其余均为二

汕头

昆明

乌鲁木齐

包头

贵阳

内江

太原

宁波

兰州

郑州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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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线城市，其中汕头位列第一，占比超过 5%。 

 

图 3-10 2019 年 1-11 月苏宁小家电品类“以旧换新” 

转化金额占比前十城市 

数据来源：苏宁易购大数据中心。 

4.“以旧换新”模式创新和典型案例 

4.1 全面下沉渠道深耕村镇市场 

苏宁淮安公司树立了我国村镇“以旧换新”消费场景的

标杆。淮安公司率先推动“以旧换新”惠民服务,探索出一条

渠道下沉到村镇市场促进电子电器产品消费的路径。淮安公

司一方面在县、镇、村级市场建立全渠道的收集网络，加大

收货车辆的租赁,收集机关深入到村镇的老少区，并提供上

门收旧服务。另一方面，加大宣传营销力度，依托多种媒体

渠道进行宣传，并深入在村镇的商店、菜场、十字路口做商

业营销。这些举措极大推动了淮安农村电子电器市场的消费

汕头

昆明

福州

贵阳

哈尔滨

盐城

青岛

包头

南宁

徐州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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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级。2019 年 2月份，淮安市区镇淮楼门店作为试点门店创

下开店以来最高客流量记录，打破单店单天销售业绩记录，

整体销售业绩增幅近三倍。3月，淮安盱眙县回收旧家电 3400

台，单天销售 429 台，刷新历史业绩纪录。4 月，淮安“以

旧换新”活动深入下沉到金湖县、涟水县等偏远乡镇市场，

活动期间回收旧家电 3577台，销售业绩再次刷新记录。 

4.2 利用数据科技促进城市消费 

上海苏宁深度挖掘城市消费潜力。上海电子电器市场容

量超 800 万台，受新楼盘限购、城市消费升级等因素影响，

居民电子电器以旧换新市场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上海苏宁根

据数据金矿系统，对各门店周边 3-5公里购物人群的年龄段、

房型、婚龄及消费水平进行分类，形成换新用户画像，再针

对不同类型的用户匹配以旧换新产品和宣传载体。上海苏宁

为消费者提供空调、彩电、冰洗、厨卫、小电等品类以旧换

新补贴，其中最高补贴达 1000元。与此同时，手机品类以旧

换新最高补贴达 2000 元，鼓励消费者对老旧电子电器进行

及时的保养和更替，同时鼓励消费者购买和使用绿色节能产

品。为了推进以旧换新办法的落实，公司特别规范了服务标

准：旧电子电器将安排专业人员免费拆卸搬运，好坏都收。

手机回收除了顺丰免费上门外，针对消费者最关心的相关信

息泄露等问题，还安排了旧机隐私清除等服务。另外，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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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宁发起了“全城寻找老发票”、“‘空中排雷’旧支架免费更

换——苏宁阳光服务进万家”等公益活动，顾客凭老发票即

可获得苏宁定制款的家电回忆录，并免费为上海 5000 户孤

寡老人提供高空空调检测、拆机、装机等一站式服务。通过

这些举措，上海电子电器以旧换新市场迅速发展。根据上海

苏宁统计，2019年 4 月份上海苏宁以旧换新累计收旧笔数达

11950笔，转化 2088 笔会员买家数，金额转化达 9502 万元。 

4.3 加强政企合作共建良好环境 

苏宁积极与各地商务主管部门沟通，加强政企合作，在

地方共同开展促消费购物节等活动，合力推动地方“以旧换

新”消费市场的发展。 

湖南苏宁积极与湖南省商务厅沟通，在省厅指导下，共

同举办 2019 年 9 月湖南省第五届购物消费节暨湖南苏宁以

旧换新活动启动，对推进湖南地区消费升级、释放消费潜力、

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求起到重要作用。活动现场，湖南

苏宁等商家代表签订了《诚信企业倡议书》，共同倡议品质消

费等新理念，共建良好消费环境。针对以旧换新用户，湖南

苏宁提供专项补贴、支付随机减优惠等服务，激发电子电器

消费者的积极性。同时，湖南各地苏宁子公司制定详细营销

方案、惠民方案，并通过多种媒体渠道进行宣传与推广，产

生良好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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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苏宁积极与市商务部门汇报沟通争取支持。武汉市

商务局在 2019 年 9 月 9 日印发《市商务局关于支持举办迎

军运促消费家电以旧换新活动的通知》，并由市局牵头在武

汉市各大街道、小区进行家电以旧换新活动公示。武汉苏宁

积极配合市商务局行动，营造良好消费氛围，在保利、万科

等知名小区举办以旧换新专场回收会，同时联合长江日报、

楚天都市报、湖北电视台等媒体进行同步宣传，取得了良好

的促消费效果。 

4.4 送新拖旧创新服务模式 

大连苏宁深度挖掘行业痛点，创新“送新拖旧”服务模

式。大连苏宁针对以旧换新市场渗透率不足的现状，深入调

研分析行业的痛点，包括用户对家电超龄存在安全隐患的意

识不足、换新价格透明度不足、流程让消费者觉得麻烦、用

户对收旧单位能否进行旧家电规范化处理存在质疑等，并据

此提出具有针对性的优化解决方案。一是加强健康科普，公

司通过各种渠道积极向消费者普及彩电安全使用期、技术发

展趋势、显示与视觉健康等知识；二是创新业务流程，消费

者可先选购新品，在上门送装时同步取回旧机，有效地提升

了服务效率，同时提高补贴额度；三是加强回收渠道建设，

将回收产品送往有资质的拆解企业进行环保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