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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洋品牌难向三四线城市渗透，个性上显“老态”

78家竞争性央企有望合并10家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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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道

泰格医药

今天开市起停牌

鄂尔多斯

煤炭销量低迷
本报讯 据中新网报道，10日，

中国煤炭大市鄂尔多斯煤炭局对外
正式公布数据称，2013年，该市煤炭
市场持续低迷，全市共销售煤炭
5 . 76亿吨，同比减少1438万吨，减
幅2 . 4%。全年煤炭综合平均价格约
266元人民币/吨，与2012年相比减
少44元/吨，减幅14 . 2%。

本报讯 据《广州日报》报道，作
为对中国商业历史颇有研究的学者，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李晓认为，李嘉诚拥
有的产业可称是个商业帝国，其实际上
所具有的影响力甚至可能大于世界上
某些国家的元首，但李嘉诚的为人处世
却让人发自内心的钦佩和敬重。

“我们的富者真该好好读读李嘉
诚的经历和他对财富的理解。李嘉诚
认为，真正的财富是内心的富贵，它不
单纯表现在一种外在的、对于财富数
量的拥有，因为当你的财富量增加到
一定程度后，实际给人带来的幸福感、
安全感的边际效应会递减，所以，真正
的财富不但来自于你所获得的尊重，
更来自于你给予他人的尊重，和你给
予社会的回馈，它来自于一个人内心
的富贵。”

在李晓看来，“超人”李嘉诚的一
个致富秘诀是对人的尊重。

“看他的财富怎么来，要看他的企
业靠什么发展壮大，而考究其企业的
发展壮大，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
他的企业文化能否尊重人。”他说，如
果再沿着这条思路一直深究下去，就
是所谓的为富而仁、富而且贵。

“什么是富而且贵呢？贵的本质并
非当大官掌大权，贵的本质是尊重。富
者还要成为贵者，贵体现在自己的行
为风范赢得了别人的尊重。”

谢平

互联网金融
技术上可取代央行

本报讯 据《新京报》报道，中投
公司副总经理谢平近日说，一些公司
已经将工资发到支付宝中了，各大第
三方支付公司联合起来，在技术上已
经可以取代央行。谢平是在中国财富
管理50人论坛第二届年会上做出上述
表述的。谢平曾专门撰写报告力挺互
联网金融，首次将互联网金融称为“第
三类金融”（直接融资、间接融资外）。

谢平认为，现代金融模式中有三
个问题：信息严重不对称，交易成本巨
大，风险定价非常复杂，而互联网金融
在信息数据化、基于大数据的风险定
价方面有很大的优势。而未来整个金
融市场完全互联网化，交易成本极少。

他说，移动支付和第三方支付这
个是互联网金融的核心。“有些公司现
在给员工发工资，已经不是发在银行
账户上，而是发在支付宝账户上，员工
可以将支付宝账户的钱转到另外一个
支付宝账户上”，谢平说，“他们（第三
方支付）又联合起来组建一个清算公
司，这个公司就有可能替代人民银行
的零售支付中心。”

本报讯 据《中国经营报》报
道，有消息人士向该报记者透露，

“2014年，国务院国资委可能会在
78家钢铁、煤炭、建筑、食品、汽车
等竞争性央企中，合并10家企业左
右”，其目标是促进分类监管的实
施，在实现“一企一策分好类”之
后，第二步就要重组，组建资本运
作平台，形成“国资委-平台-企业”
的三层架构。

有消息显示，除了能源等保障
性行业之外，其他竞争性行业的央
企都可能要面临重组。“区别于此
前单纯央企之间的重组合并，这种
重组更侧重引入多种所有制经济，
其目标就是要加快国有企业股权

多元化改革，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
经济。”业内人士表示。

事实上，自从国资委成立以
来，中央企业一直处在重组的进程
之中，央企的总数量也在逐年递
减，但是重组的速度有明显减慢的
趋势。

“十一五”期间将国有资本向
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
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这些行
业和领域是军工、电网电力、石油
石化、电信、煤炭、民航、航运等。当
时设定的目标是至2010年，将196
家央企数量随之缩减至80～100
家。

然而，央企数量尚未缩减到

100家，央企自愿重组的内生动力
就已经不足。此后，央企重组开始
进入国资委主导时代，但略显强硬
的“拉郎配”方式终究不是市场化
的操作手段。王勇时代，国资委对
央企重组进一步提出“成熟一家重
组一家”的思路，央企重组的速度
开始下降。

截至目前，央企总数量还有
113家。而在这一阶段，央企改革进
入由外延式向内涵式的成长阶段，
管理提升成了央企改革的重要话
题，但是，借助怎样的内外部手段，
能够有效强化央企管理提升的效
率，成为接下来央企改革面临的重
要问题。

本报讯 美国彩妆巨头露华
浓、欧莱雅集团旗下卡尼尔相继撤
出中国市场，让一直在中国高速发
展的外资日化品牌繁华景象戛然
而止。深究原因，不难发现在大众
化妆品领域，一直强调“渠道下沉”
的外资品牌并未能顺利打入终端，
而且部分品牌运行至今，甚至出现
品牌老化的状态。

面对庞大的市场，外资日化一
直想要从中分一杯羹，例如丁家
宜在被收购之初，就对外披露要
将渠道做深做透，其终极使命就
是作为法国科蒂集团切入中国日
化专营店的前锋。欧莱雅集团也
不断强调“渠道下沉”，其去年表
示，公司未来发展的策略是开拓
三四线城市。一方面高端化妆品
渠道继续下沉；另一方面渠道重

点将放在电子商务方面，而包括玉
兰油、妮维雅等品牌也纷纷下沉渠
道。

不过，渠道下沉并不如想象
中简单。以新近“折戟”的宝洁飘
柔为例，其在2003年推出飘柔9 . 9
元系列，希望借此下乡，押宝农村
市场，并曾经与拉芳形成角力，但
近日飘柔新推出高端产品倍瑞丝
则被市场认为是宝洁“下乡”折
返。

令人倍感日化市场寒意的远
不止露华浓和欧莱雅，早在2013年
年末，全球第二大快消巨头联合利
华就已宣布在2 0 1 4年底前裁员
2000人，裁减幅度为12%。宝洁也
曾在一年多前宣布全球大幅裁员
5000人的计划，并提出此后每年以
2%到4%的速度裁员。

“老品牌就像是香蕉，任何人
都知道，但现在的消费者需要的
往往是榴莲，具有差异化、个性化
的产品，而以露华浓为代表的老
品牌却还在做香蕉产业。除了露
华浓，像资生堂也一直保持老品
牌的姿态，相对而言，欧莱雅、兰
蔻在营销上会稍微有活力点。”吴
志刚日前接受采访时表示，目前
的外资日化品牌，在个性化上显
得“老态”。

根据凯度中国消费者指数在
2013年10月发布的调查情况显示，
“在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下，本土
品牌整体而言近期表现均优于外
资品牌。2012年对比2011年，本土
品牌在各城市级别的渗透率均有
所提高。”

(据《新快报》《广州日报》)

本报讯 据证券时报网报道
泰格医药12日晚间公告，公司正在
筹划重大事项，相关事项正在审议
中，尚存在不确定性，公司股票将于
2014年1月13日（周一）开市起停牌，
待公司披露相关事项后复牌。

*ST成霖

今天复牌“摘帽”
本报讯 据证券时报网报道，

2014年首个完成摘帽的上市公司花
落*ST成霖（002047）。公司披露公
告称，由于完成重大资产重组，公司
基本面得到彻底改善，符合摘帽条
件，公司股票将于1月13日开市起复
牌并实施摘帽。届时，公司证券简称
由“*ST成霖”变更为“成霖股份”。

海螺水泥

陷租地采矿纠纷
本报讯 据《中国经营报》报

道，海螺水泥位于藕山镇桃花村周
家山的一处采矿点在扩产后，未经
国土部门用地审批，即已开始爆破
采挖。记者从安庆市国土局、安徽省
国土厅了解到，由于安徽枞阳海螺
水泥股份有限公司存在越界开采，
目前正在接受国土部门调查。

和顺电气

董事长被查
本报讯 据《华夏时报》报道，

和顺电气6日发布公告称，公司董
事长姚建华正配合江苏省公安厅
进行调查，具体情况不详。实际上，
在和顺电气上市后，公司管理层人
事就频频出现变动。

公开资料显示，姚建华生于
1963年5月，大专学历。1980年-
2001年先后于苏州电器科学研究
所、苏州照相机厂、苏州电器发展
实业公司、苏州互感器厂、苏州仪
表总厂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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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中国铁路
拟投资6300亿

本报讯 据《东方早报》报道，1
月9日，中国铁路总公司工作会议在
北京召开。这是中国铁路实施政企
分开改革，中国铁路总公司成立后
召开的第一次年度工作会议。中铁
总总经理盛光祖在会上表示，2014
年，国家铁路安排固定资产投资6300
亿元，铁路将投产新线6600公里以上，
且以中西部铁路建设为重点。

国家发改委宏观院综合运输研
究所研究员罗仁坚表示，近几年国
家在铁路上的投资总体维持在高位
上，铁路固定资产投资保持在6000
多亿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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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晓

真正的财富
是内心的富贵

露华浓：撤出中
国市场

欧莱雅：旗下卡
尼尔撤出中国市场

联合利华：2014
年底前裁员2000人，
裁减幅度为12%

宝洁：2016财年
前，每年以2%到4%
的速度裁员

超高端(500元以上)：迪奥、兰蔻、雅诗兰黛、SKⅡ、海蓝之
谜、赫莲娜、希思黎、娇兰。

次高端(200元-500元)：科颜氏、佰草集(隶属上海家化)、
资生堂、倩碧、植村秀、Kose、欧舒丹。

中高端(100元-200元)：巴黎欧莱雅、薇姿、丸美、美肤宝、
珀莱雅、雅漾、梦妆、兰芝、理肤泉。

中端(30元-100元)：旁氏、雅芳、欧
珀莱、相宜本草、泊美、自然堂、玉
兰油、faceshop、露得清、妮维
雅。

低 端 ( 3 0 元 以
下)：大宝、百雀羚、美
加净、卡尼尔、东洋
之花、强生。

各档次日化产品的代表品牌各大日化公司动作

备注：来自齐鲁证券研究所

中粮集团谋购百亿金锣火腿
本报讯 据《中国经营报》报

道，中粮集团借助蒙牛，花费百亿
元收购雅士利之后，不断扩大版图
的中粮目前正在与国内排名第二
的肉制品企业金锣集团展开密切
接触，并商谈收购一事，金锣号称
总资产108亿元，双方已经展开初
步接洽，而中粮也正在进行尽职调
查。

“金锣在渠道方面具有优势，
因此中粮正在与金锣集团进行接
触。”近距离接触该事件人士向记
者透露。

中粮集团目前是中国最大的
粮食企业，也是中国最大的粮油食
品进出口公司和食品生产商。此
外，与大众生活息息相关的农产品
贸易、生物质能源开发、食品生产
加工、地产、物业、酒店经营以及金

融领域都有涉足。
金锣是继双汇之后的中国第

二大肉制品企业，其上属企业为大
众食品控股有限公司，该公司是在
百慕大注册成立的大众食品，于
2001年在新加坡交易所主板挂牌
上市，为新加坡上市企业。2013年
10月19日，这家在新家坡上市的中
国肉制品知名企业发布公告称，将
启动要约收购程序，最终摘牌及走
向私有化。

这一消息对外宣布的几天之
后，金锣的老对手双汇也爆出惊人
消息，10月26日，中国肉制品龙头
企业宣布最终完成对美国史密斯·
菲尔德的收购。史密斯·菲尔德是
全球规模最大的生猪生产商及猪
肉供应商。而这一收购被评为中国
2013年度十大收购案之一，收购金

额约为71亿美元。“金锣对自己的
评级是价值百亿。”前述人士表示。

资料显示，金锣集团的销售
网络遍布全国，在全国有42家销
售办事处 、3 3 0 0 多 家 专 卖 店 、
9000多家经销商，同时公司拥有
先进的电子商务系统。而记者在
中粮做得最好的家佳康品牌官
网中看到，家佳康品牌的销售渠
道只有数百家，这与金锣的规模
相差甚远。

“中粮是一个创造了大量二流
品牌的企业。”食品饮料行业营销
战略专家徐雄俊向记者表示，“食
用油行业的福临门不及金龙鱼，中
粮的长城葡萄酒也不及张裕。”在
这种情况下，“中粮扩大行业影响
力最切实有效的办法就是收购一
流的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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