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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面，随着经

济持续较快发展，要

素成本上升是一个必

然趋势；另一方面，企

业必须适应这种变化

趋势，要靠增强创新

能力、调整产品结构、

提升核心竞争力，努

力化解成本上升带来

的压力，变成本压力

为转变发展方式的动

力，在调整中实现新

发展。

靠无止境的压价

竞争已经难以维系，

提升产品质量和附加

值才是出路。国内的

纺织企业开始加大研

发和产品创新投入，

提高产品款式更新速

度，并采取主动式的

产品推出方式，逐渐

开拓国内市场。

本报记者 郭玉志 /文
本报记者 徐丽艳 /文
和以往接了国外订单到处找生

产商的情况不同的是，邓小雷明显
感觉到了现在的变化；“有几个服装
生产企业已经好几年都没有联系
过，最近开始频繁打电话联系是否
有单子接。”

邓小雷是安徽中安进出口股份
有限公司的业务经理。他 5月 21 日
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以往
都是贸易商追着生产商跑，现在是
生产商追着贸易商要单子，每天都
会接到好几通这样的电话，“甚至有
的生产商直接跑到办公室，没有接
到单子就不走了。”
“一般来说，上半年是纺织企业

接单较多的季节，从整个服装市场
上看，上半年的情况并不理想，下半
年更不用说了。”邓小雷告诉本报记
者，今年纺织企业面临经营困境，估
计有 30%的中小企业会倒闭。

工信部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
今年一季度，我国纺织行业增加值
同比增长 10.4%，同比回落 3 个百分
点，比去年四季度回落 1.2 个百分
点。

棉价暴跌 3成
国际订单下滑

“价格越涨越买，越跌越不敢
进，棉花价格涨跌幅度太大，一个星
期内，价格就有很大的不同，企业面
临的风险很大，现在只敢接一些短
期的单子。”陆建忠已经从事纺织行
业十几年，棉花价格如此大幅涨跌，
他还是第一次遇见。

从今年 3 月份开始，棉花的价
格突破 3.4 万元/吨大关后。两个月
的时间不到，棉价来了一个“过山
车”，棉花现货价一路回落至 2.4 万
元/吨，暴跌近 3 成。
“去年棉花价格涨得那么厉害，

炒作是部分原因，浙江很多纺织企
业去年都跑到新疆那边炒棉花。今
年，国内国外市场低迷，下游需求萎
缩，订单减少，使得棉花价格一路走
低。”邓小雷判断，虽然棉价下降了 3
成，后期上涨空间也有限。

棉花的价格下跌，原材料成本
降低，并没有缓解纺织企业的困境。
“去年棉花价格大幅增长，国外

对棉产品的服装订单明显减少。”安
徽潜山金鹭服饰总经理陆建中告诉
本报记者，去年整个国际市场萎缩，
他的客户中就有好几家削减店面数
量。
“现在只有在接到单子后，才去

进原材料。”陆建忠告诉记者，公司
也寻求性价比更高的替代品，例如
用化纤、涤纶等产品替代棉花。“原
来用化纤生产的服装只占 30%，今
年以后，已经有 50%的服装原料是
化纤等材料生产。”

“价格越涨越买，越跌越不敢
进，棉花价格涨跌幅度太大，一个星
期内，价格就有很大的不同，企业面
临的风险很大，现在只敢接一些短
期的单子。”陆建忠已经从事纺织行
业十几年，棉花价格如此大幅涨跌，
他还是第一次遇见。

从今年广交会一期的成交情况
来看，境外采购商虽下单踊跃，但中
短单占 89%，出口企业利润不高。

而山东一家纺织企业，在年初看
涨棉价的后期价格，在年初就以 3万
元/吨左右的价格收购棉花，以现在的
价格算，每吨就损失了五六千元，这
些成本需要通过后期销售加以消化。

中投顾问轻工业研究员熊晓坤
认为，从市场层面看，纺织企业的销
售旺季多集中在每年的三四月份，
而今年市场销售却出现持续低迷，
后期上涨空间缩小；再从国家层面
看，通胀压力仍在持续，国家将继续
采取货币紧缩或其他干预手段，国
内政策环境不允许棉花价格出现大
幅上涨；另外，受全球经济发展、多
种政治因素等影响，国际棉花期现
货市场出现了下滑。

订单转向东南亚
与退税下调

广东省纺织品进出口股份有限
公司总经理助理钟浩森表示，即使
出口退税不下调，纺织服装出口订
单已开始不景气，因报价跟着汇率
波动和制造成本上涨而节节攀升，
吓跑了不少客人，预计下半年最糟
糕的情况将可能有 50%的客户跑到
东南亚地区下单。在他看来，出口退
税会是压垮纺织服装出口企业的最
后一根稻草，一些中小企业或将因
此倒闭。

“去年以来，我国原材料大幅上

涨，很多外国客户将一部分的订单
转移到了越南、孟加拉等东南亚国
家。虽然这些国家的产业链不如中
国完整，但是原材料和人工成本比
中国低很多。”邓小雷告诉本报记
者，这些国家的人工成本只有中国
的 1/10，单从这方面来看，就减低了
不少成本。

“交货期被拖延一两个月时常
发生，但是国外客户考虑到成本因
素，他们会把比较简单的服装订单

发到这些国家。”邓小雷告诉本报记
者，以往中国都从东南亚这些国家
进口棉花，今年进口棉花的数量越
来越少。

本报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目
前在浙江等省的纺织服装行业已经
出现了这种苗头，即原来的客户将
一部分订单转到越南、孟加拉等周
边国家。

另一方面，5月中旬市场突然传
言，国家相关部门已通过将纺织品
出口退税从 16豫下调至 11豫的决
定，预计将于六七月份正式推出执
行。

“出口退税的部分并不是全部
归中国的纺织企业所有，中国纺织
企业为了更有竞争性，报价很低，这
实际上是和外国客户分享了退税额
度。”邓小雷告诉本报记者，根据服
装产品不同，会给外国客户提供
10%的退税额度。”邓小雷告诉本报
记者。

他指出，从目前来看，一次性调
整 5 个百分点似乎是不可能的。目
前因为很多纺织中小企业的出口毛
利率才一两个百分点。出口退税一
旦降低至 11豫，这会导致一大批服
装企业亏本或者“直接死掉”。

商务部财务司处长袁晓明在接
受媒体采访时表示，2010 年我国出
口企业平均利润率为 1.47%，低于工
业企业平均利润水平。2011 年 1 月
至 2 月，企业出口利润率进一步下
降到 1.44%。

广东省纺织品进出口股份有限
公司总经理助理钟浩森表示，即使
出口退税不下调，纺织服装出口订
单已开始不景气，因报价跟着汇率
波动和制造成本上涨而节节攀升，
吓跑了不少客人，预计下半年最糟
糕的情况将可能有 50%的客户跑到
东南亚地区下单。在他看来，出口退
税会是压垮纺织服装出口企业的最
后一根稻草，一些中小企业或将因
此倒闭。

“纺织企业反对出口退税下调
的声音很强烈，希望国家暂时不做
出调整，这主要取决于国家对出口
的态度，国家倾向鼓励进口，目前对
出口态度不明确，有可能因为外汇
储备太多，不重视出口甚至打压出
口。”钟浩森说。

在当下出口形势复杂多变的情
况下，绝大多数企业都期望国家政策
稳定。广交会新闻发言人刘建军称，
在当前多种因素蚕食利润的状况下，
企业在呼吁出口退税政策稳定。

新一轮洗牌开始：
中小企业倒闭预言

工信部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
一季度，1/3 的优势纺织企业创造了
全行业 90%以上的利润。其中，平均
利润率不小于 10%的企业占到企业
总数的 7%，创造了全行业 35.3%的
利润；平均利润率为 5%的企业占到
企业总数的 24.5%，创造了全行业
53.8%的利润；平均利润率不到 1%

的企业占到全部企业数量的 68.5%，
其利润仅占全行业的 10.9%。

去年下半年，纺织业一片繁荣，
同时，大量作坊式的服装加工厂也
像雨后春笋一样冒了出来。
“那个时候不愁没有订单，在这

个行业工作了几年的员工，积累点
人脉就出去单干的情况很多。”邓小
雷向本报记者表示。

今年以来，受到了汇率、原材
料、人工等各因素的影响，纺织企业
并不好过。“估计会有 30%的中小纺
织企业会倒闭。”邓小雷估计。

在北方城市石家庄也是如此。
纺织业内人士指出：“河北省内纺织
厂关停比率已经达到 50%，石家庄
市也出现开工率下降的现象，停限
产的估计有 30%。”

据媒体报道，广东、浙江、江苏、
辽宁、四川、湖北六大出口强省的外
贸情况调研显示，这些地区约有半
数企业利润下降，部分中小企业出
现亏损甚至倒闭。

“现在纺织企业作坊式的较多，
竞争力比较弱。因此，洗牌不一定是
坏事，洗牌后优质企业将获得更大
的发展空间。”邓小雷向记者表示。

工信部的统计数据显示，今年
一季度，1/3 的优势纺织企业创造了
全行业 90%以上的利润。其中，平均
利润率不小于 10%的企业占到企业
总数的 7%，创造了全行业 35.3%的
利润；平均利润率为 5%的企业占到
企业总数的 24.5%，创造了全行业
53.8%的利润；平均利润率不到 1%
的企业占到全部企业数量的 68.5%，
其利润仅占全行业的 10.9%。

业内人士预计，未来只有两类
企业能够在激烈的全球市场竞争中
生存下去，一是平均利润率超过 5%
的优势企业，二是具有较强议价能
力的纺织服装企业。

商务部日前发布的《中国对外
贸易形势报告(2011 年春季 )》指出，
一方面，随着经济持续较快发展，要
素成本上升是一个必然趋势；另一
方面，企业必须适应这种变化趋势，
要靠增强创新能力、调整产品结构、
提升核心竞争力，努力化解成本上
升带来的压力，变成本压力为转变
发展方式的动力，在调整中实现新
发展。

本报记者在采访多家纺织企业
时了解到，靠无止境的压价竞争已
经难以维系，提升产品质量和附加
值才是出路。国内的纺织企业开始
加大研发和产品创新投入，提高产
品款式更新速度，并采取主动式的
产品推出方式，逐渐开拓国内市场。

金鹭服饰也在尝试走品牌化的
道路，公司当前虽然在做 Only、Zara
等外国品牌的代工，但已开始着手
“驭虎”和“柏斯狐”这两个自主品牌
的前期推广工作。

陆建中告诉本报记者：“品牌创
立的时间不久，一般来说，需要两三
年的时间，如果能做下去，利润能够
提高 10%左右。”

纺织企业内外交困
5月 18日，在酷 6网广州分公司销售部工作的胡女士意外

得知自己“被裁员”了。与胡女士一样，“被裁员”的还有酷 6网
北京、上海、广州三地约 150名员工。

当日，酷 6网宣布因巨额亏损裁员 20%，被裁员工全部为
销售部门员工。与此同时，酷 6网主管销售副总裁郝志中也被
免去职务。

然而，就是这样一则看似简单的裁员事件，却引发了被裁
员职工的强烈抗议，最终引发肢体冲突事件。

5月 22日下午，酷 6裁员事件再度升级。酷 6网被裁员工
召开说明会，要求恢复工作岗位。与此同时，当天下午，酷 6网
代理 CEO朱海发发布致全体员工一封信，则声称“会用一切合
法的手段，让他们离开酷 6”。

此前，酷 6网公关部人士 5月 20日告诉本报记者，目前酷
6网正在积极寻找有效的沟通方式、赔偿方案，希望能与员工
通过友好的协商解决问题。

酷 6网人力资源总监俞鹏在此前一天召开的说明会上表
示，这是酷 6网本年度最后一次的人员调整，内容部门和技术
部门不会再有人员变动。

其实，裁员事件折射出的是盛大集团的整合困境以及盛大
集团对视频网站未来发展模式的梳理。

互联网资深人士刘兴亮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视频
网站已经进入发展的第六个年头。但是，从目前来看，除了持续
的烧钱外，视频行业的商业模式还不是特别明朗。

截至本报记者发稿，沸沸扬扬的酷 6裁员事件仍在继续。
缘起“销售成本过高”？

针对事态的进一步扩展，当天下午，包括郝志中在内的被
裁员工与部分在职员工联合举行媒体沟通会，并提出声明称，
表示将发起联合法律诉讼，要求责任方对暴力裁员进行道歉，
对暴力裁员者追究责任，并且恢复被裁者在酷 6网的原工作岗
位。

而酷 6网代理 CEO朱海发发布致全体员工一封信，朱海
发在信中称：“我也不会让他们继续破坏酷 6的正常工作秩序，
否则上对不起股东，中对不起团队，下对不起良心，只要一天董
事会没有解雇我，我会用一切合法的手段，让他们离开酷 6，给
你们一个清静的环境，给我的继任者一个好的基础。”

此前，5月 19日晚间，酷 6网就曾召开媒体沟通会，并在
酷 6网官方微博进行直播。俞鹏在会上表示，之所以针对销售
部门进行裁员，主要是因为销售部门成本过高，公司难以负荷。

本报记者在酷 6官方微博上注意到，酷 6公开的数据显
示，2010年酷 6网总销售成本占到毛收入的 84.67%。其中，销
售收入为 1.5亿元，销售成本高达 1.27亿元。

值得注意的是，酷 6原计划在 5月 19日完成裁员，但由于
突发事件推迟一天，20日晚间成为最后期限。

而对于媒体提及的并未提前向相关部门提交书面文件或
备案，俞鹏表示，目前公司正在与劳动部门沟通，并且手续符合
相关法律规定。
“视频行业一直是烧钱的行业，即便盛大集团资金如此雄

厚，但是在酷 6一直亏损的状态下，盛大也受不了，因此才闹出
这么大的风波。”刘兴亮说，在“开源”没有好的出口背景下，节
流成为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

此次裁员事件，是继酷 6网创始人、CEO李善友辞职之后，
酷 6网遭遇的再一次地震。

刘兴亮认为，除了酷 6亏损、销售成本过高是此次裁员事
件的直接导火索外，李善友离职和裁员事件，符合盛大集团过
去在并购案例中常用的一些惯用做法和手段。

公开资料显示，2010年 6月，被盛大集团收购的华友世纪
CTO梁建武、资深副总裁张燕梅、副总裁高波、财务总监刘政相
继离职。同年 12月，改名为“盛大无线”的华友世纪公司进行大
规模裁员，裁员比例高达 40%，而裁掉的员工大多为华友世纪
的老员工。今年 1月，盛大集团与湖南广电合资成立的华影盛
视也出现人事变动，总裁龙丹妮离职，盛大系高管赵雨润接任。

业内人士认为，持续不断的裁员事件，是盛大集团在疯狂
并购后整合不畅的阵痛。

北京仁达方略管理咨询公司总经理艾晓光告诉本报记者，
此次裁员事件的背后显示出的是酷 6团队和盛大集团价值观
上的冲突，即便酷 6团队的职业素养再高，在价值观方面也很
难达到高度的一致。
“其实主要还是由于盛大并购酷 6之后，文化整合遇到了

瓶颈。”艾晓光认为。
此前，有分析称，盛大集团之所以并购酷 6网，很重要的原

因是盛大集团董事长陈天桥看重了李善友以及他的团队。
针对此次裁员事件，5月 19日，六间房 CEO刘岩在微博中

写道：“大集团在选择收购对象时，千万不能选那种有着宗教一样
企业文化和精神领袖的公司。作为私人好友，我了解善友，他和马
云一样，是那种可以用饱含魅力的精神来鼓舞公司前进的神仙人
物，有气场。”

洗牌之声再起

根据酷 6财报显示，酷 6传媒 2010年亏损高达 5150万美
元，全年营收仅 2030万美元，亏损额超过营收额的 2.5倍。

而在酷 6亏损的背后，李善友与陈天桥的分歧和摩擦一直
不断。

此前，在酷 6网未来发展模式上，陈天桥希望酷 6网的发
展方向是视频资讯新闻，而李善友则坚持走购买正版版权的影
视剧的“大片模式”。

刘兴亮告诉本报记者，无论是大片模式还是视频资讯模
式，在国外都有成功的案例。但是单从盛大本身的发展战略来
看，走视频资讯新闻模式更为适合盛大。

刘兴亮表示，在经历了 2010年视频市场“上市潮”之后，今
年各大视频网站的竞争再次呈现出厉兵秣马的架势。

除了几大传统视频网站外，门户网站插足视频，使得纯视
频网站备感压力。

根据艾瑞统计数据，搜狐视频 2011年 3月的月度覆盖用
户数已升至 1.45亿，较 2010年 3月增长了 77%，较 2010年 12
月增长了 44%。搜狐视频在月度有效浏览总时长方面的市场份
额也由 13%攀升至 16%，位列行业第二，仅次于优酷。与此同
时，腾讯视频也全新改版上线。

艾瑞咨询预计，在资金的支持下，行业内具有实力的企业
将进入新的发展阶段，而处于行业中下游的企业按照现有的经
营和发展模式，生存空间不容乐观。

刘兴亮告诉本报记者，虽然发展形势不很明朗，但是未来
视频行业格局将发生较大变化，视频网站之间的整合会成为趋
势，这也标志着寡头竞争时代即将到来，相对大的视频网站会
逐步并购实力欠缺的视频网站，规模小的视频网站在行业未来
机会不多。

视频网站
模式之争

业内人士预计 30%中小纺企会倒闭

目前纺织企业出口形势复杂多变，在广交会上很多纺织企业提出要稳定出口退税政策，
避免更多利润被侵蚀。 本报记者 林瑞泉/摄

酷 6“暴力裁员门”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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