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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丁明豪

“亲切”这是许多企业对中央电
视台 2013年节目资源推介会的第一感
受。包括把推介会放在北京万事达中心
都被参加推介会的客户解读为央视更
加注重客户价值和客户体验的表现。

没有信任就没有销售

2012年以来，中国经济和广告市
场都面临诸多困难。在这种大背景
下，央视为实现 2013年度的广告销
售目标，在广告销售策略和销售形式
上都做了大量创新。一方面是通过对
节目的优化和创新强化其国家级大
台的形象；另一方面是通过增加广告
价值和服务以“亲近感”增加对客户
的吸附能力。

广告从本质说是利用媒体的公

信力去创造品牌和销售。所以，媒体
的地位就成了决定广告价值的重要
因素。过去大家通常会用收视率来衡
量广告的价值，但近些年来，许多客
户更加看重媒体的地位和影响力。

毕竟，没有信任就没有销售，做
10000次不能让人信任的广告，不如
做一次让人信任的广告。
本次推介会透露的信息表明，央

视正在通过节目的调整、优化和创
新，进一步强化和提升央视国家级大
台的形象。

CCTV1“大品牌、大气势、大能量”
格局的形成，将增强其广告的辐射力
和穿透力，吸引更多有实力的品牌客
户加入。

打造第二黄金时间

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许

多一线城市都开始进入“夜城市”时
代。特别是社会地位、经济收入高、知
识层次高的“三高阶层”由于工作和
商务活动的增加，其回到家中及其休
息的时间明显后延。由此导致，电视
收视的黄金时间也相应后延，原来广
告价值相对较低的 23点前后，目前
已经出现了新一轮收视高峰，成为电
视广告的第二黄金时间。

央视率先发现了这一时段的广
告价值，并通过优质节目的安排，增
加这一时段对高端人群的吸附力。据
介绍，CCTV1将重点打造晚间 23 点
档的主持人精品节目带，包括《小撒
时间———证据在说话》等。

尽管这一时段的收视率会比传
统的黄金时段有所降低，但其收视人
群在购买决策以及购买能力上明显
高于普通收视人群。央视对第二黄金
时间的发现的创造，将为特定客户创

造更大的广告价值。
在制造优势广告产品的同时，央

视还在服务方面进行了创新。新的广
告招标和采购流程更加方便客户，很
多原来要到央视广告经营管理中心
办理的事宜，现在都可以在网上办
理。尽管在最近几年央视的广告价格
每年都有 10%左右的增长，但今年央
视重点强调了会稳定价格。此外，央
视今年首次开通了针对中央企业的
服务电话。

相关数据显示：2012年上半年整
体广告市场同比增长仅为 4.2%，低于
7.8%的 GDP增幅。而在最近几年中，
广告市场的增长速度一直快于 GDP
的增长速度。因此，有关专家预计
2013年度的广告销售会更加困难。央
视产品和服务双线出击的广告营销
策略会对省级卫视的广告销售造成
巨大压力。

电视广告直面营销压力

网易财经：你出狱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对媒体喊冤，那么对
于让你获刑10年的这三条罪名，您是全部否认，还是部分否认
呢？

顾雏军：我所有罪名都是不能成立的。最重要是它没有成
立的理由。我们有浩如烟海的财务资料，你怎么能从这个财务
资料中拎出来一些材料就指控犯罪？国家有明确规定的，要有
司法会计鉴定资格证书的会计师出具司法会计鉴定报告，才
能说这些证据指向这个人有罪。如果没有这一个证据，那就表
明你所有的书证都不能指证他这个人有罪。那么我们这个案
子的审计部门的司法会计鉴定报告，是你法官宣布它无效的，
你怎么还可以宣布我有罪呢？另外一个就是，我有证据。我提
供的就是我的验资报告，只有司法会计证书才能推翻的会计
审计报告，也就是说没有司法会计鉴定证书，你不能推翻我的
验资报告。这个报告你推翻不了，你怎么能判我有罪呢？证据
链在这儿就断了，你除了当庭放我，无罪放我，你还有可能判
我罪吗？

网易财经：你当时被判的第一条罪，就是虚报注册资本
罪，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顾雏军：我们跟科龙来谈收购，当时顺德市政府要卖科龙
公司，报价5.6个亿。我们认为5.6个亿也是可以考虑的，所以当
时大家就讨论，怎么办这个公司，来完成这5.6个亿的收购。当
时他们说有一个规定，就是说你买的公司资产，不能超过你注
册资金的50%，也就是你要2：1，你才能去买。所以应该要注册
十一点几个亿，也就是我们注册12亿的公司就是这么来的，就
是因为要买5.6个亿的股权，所以注册一个2倍以上的公司。那
么当时我们跟他说，我们不可能说放12亿现金来，我去买一个
5.6亿的公司，账上闲那么多钱，然后我们抽走的话，就变成抽
逃注册资本，那就有罪了，我不能做这个事。你们政府想办法，
我们就注册6个亿的公司。政府说这个不行，说这个规定我们
绕不开。然后政府就去找工商局，工商局出了个条件，我们是
高科技公司，有很多专利，我个人专利都有十几个，当时就提
出来说用你个人专利是不是做个评估。

网易财经：你的第二条罪就是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
罪，又是怎么回事呢？

顾雏军：这个罪实际上就是虚假财务报告罪，因为我们接
到的起诉书不是这条罪，后来判决的时候才改成这个罪。当时
法官告诉我们，罪名变了，就是所谓的“虚假销售”。虚假销售
罪更莫名其妙了，因为法官的整个判决书讲的就是德勤那个
事情。就是我们每年都有压货，压货是正常的，销售都有压货，
这个行业都是把货压给供应商，然后供应商卖不掉，那肯定要
退回来的，所以每年都有退货。我们2004年的退货是7个多亿，
对一个128亿的销售公司退7个亿的货是正常的，没有什么大
惊小怪的。那么德勤告诉我，因为你们被立案调查，我们给你4
个选择，第一个选择就是说，保留这七点几个亿的销售额，但
是我要出具一个保留意见，就是说这一部分的付款能不能收
回来，我们表示保留意见。这个保留意见并不是说这个销售是
不真实的，因为压货就是这个销售，压出去就应该算销售。第
四个选择是这个算代销，就不计入今年的销售额，当然也没有
保留意见。因为代销，什么时候卖完了就把钱给我们，卖不掉
就把货给我们，所以我们就选择第四个方案，就是算代销，也
不出保留意见。后来在刘兴强的压迫、威慑之下，他们出卖了
客户的利益，只允许我们出第一个选择，就是认定这个是个销
售，但是对能不能回款出具保留意见。科龙有128个亿销售，那
么在这种情况下，7个亿的退货，它也就是我半个月的销量，这
在任何一个公司都是很正常的。我反而有罪了，这个是滑天下
之大稽。

网易财经：那第三条罪，挪用资金罪的背后是什么？
顾雏军：在一审的时候，我知道有毕马威报告，因为毕马

威报告证明了我们（格林柯尔）给科龙24.8个亿的借款，它只还
给我们21.6个亿，所以按照最严格的挪用公款的解释，挪用公
款要比挪用资金是个更重的罪，而且判得更重，最高法院有一
个司法解释，就是如果多次挪用公款，以挪用余额来定罪。那
好，我们跟科龙有200多次资金往来，最后的余额是科龙欠我
的钱，那你说是科龙挪用我的钱，还是我挪用科龙的钱？

网易财经：判决书上说你挪用了科龙电器2.5亿和江西科
龙4000万去成立扬州格林柯尔？

顾雏军：科龙从2002年我收购那一天开始，它是亏损8个
亿和16个亿，那么科龙怎么有钱给我挪用呢？所以科龙每年旺
季我一定要给它钱的，我不借给它钱，它是玩不转的，它到了9
月份以后才能还我钱，到年初我就要借给它，每年都是这样
的。我还问过香港律师，香港律师说按照香港法律，你借给上
市公司，上市公司还给你，完全可以不必要披露。这2.9个亿是
我每年2月份就开始借钱给科龙，我自己要用钱，把这个钱抽
回来一下我有罪吗？你应该给法院提供的是，至少这一年的从
头到尾的往来吧，你就出具这几天的事情？我们有200多次往
来，你怎么证明哪一笔是还款，哪一笔是挪用？

网易财经：对于未来，你有什么打算？
顾雏军：对我来说，我现在还能办什么？我现在除了要求

平反之外，我做不了什么，我所有财产都被他们冻结了，我现
在不可能再经商。好在我在（监狱）里面把我以前的专业捡起
来了，我以前有一个顾氏循环理论，我现在又有一篇很好的论
文。我认为这个论文还是有一定价值的，这个论文至少能帮我
赢得一个教授的位置。所以实在不行，我就只能到美国当教
授，只能这样了。

网易财经：那么这几天，是否还有私人或者官方在非公开
渠道给你回应或者沟通？

顾雏军：我现在跟你们知道的一样多，我这几天一直封闭
在这个地方，我也没见任何领导，我就是从网上看东西。那么
我相信事情爆料报到这一步，如果你们今天这份东西能够不
删给发出来的话，恐怕这已经没有什么可以躲的地方了。这几
个贪官污吏躲不了了，肯定他们也就进去了。

摘自《网易财经会客厅》（有删改）

顾雏军新起点：
全力挣脱梦魇

一线

作为格林柯尔系的创始人，顾雏军

无疑是中国资本市场的风云人物，然

而，命运弄人，因收购科龙而声名鹊起

的他，也因豪华的“冰箱大王”之梦而锒

铛入狱。但是，刚刚出狱的他就迫不及

待地发声，高调否认全部罪名，并举报

称是政府官员的“腐败”让自己受到陷

害。

上半年广告市场同比增幅低于 GDP，央视发力冲击 2013年

记者手记

死亡电梯
（上接第三版）

《中国企业报》记者获悉，该升降
机是由武汉江汉建筑工程机械有限
公司制造，该公司负责武汉业务的一
位吴姓高管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反复
强调，“我们是由国家质检总局发过
生产许可证的。”9月 17日，记者多次
电话联系该公司，但是均无人应答。
该公司声称自己是湖北省规模最大、
综合实力位居国内前列的知名建筑
机械制造企业。公司专业从事建筑工
程机械设计、开发和制造，至今已有
70 年的历史。每年可生产 3000台施
工升降机、3000台塔式起重机。全国
60%省会城市的首高建筑都曾留下了
“江汉建机”的光辉足迹。

事故发生后，项目施工单位湖北
祥和集团一名易姓工作人员接受媒
体采访时亦称，“（事故原因）属于死
者的违章操作，是他们自己撬开（升
降机的）锁进去的。”
《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多名现

场工人，他们均表示，事发时，升降
机专业操作人员不在电梯内，但对
于工人撬锁入内的说法并不认同。
一名工友告诉记者，很多工人承包
工作面后都会加班加点，但升降机
操作人员有固定上班时间，所以工
人经常“自己操作”，但他表示进入
吊笼并不困难。

贵州美奥电梯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李厚元说，一部合格完整的施工电
梯应该装有重量监视器（报警器），一
旦超载就会报警，报警后电梯就不能
运行了。而为了防止坠落，施工电梯
还应装有安全防坠装置。“这是电梯
里最重要的装置。”李厚元说。

武汉市香江东路一建筑工地的
工作人员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在
租赁施工电梯时，他们尤为看重其中
的安全防坠装置，“关键时候能保
命。”这一说法，在记者走访的多个工
地里，均有验证。

根据了解，安全防坠装置就是两
个驱动齿轮下面的第三个齿轮，里面
有离心式限速装置和锥鼓形的制动
器，该装置能在限定距离内快速制动
锁定坠落物体，也就是说，施工电梯
一旦发生坠落，其能紧紧“咬”住齿
条，不让电梯再坠落。

不过也有例外。
“（施工电梯）刹车失灵，也就是

开关失效时，安全防坠装置不防坠。”
李厚元说，他在事后研究了很多施工
电梯，认为超载导致施工电梯坠落一

说不成立。
“最重要的是电梯的顶端没有装

置帽顶，没有抑制住（电梯）轿厢继续
往上行驶，轿厢和主轨脱离，导致轿
厢冲顶坠落。”根据李厚元的解释，帽
顶的作用就在于卡住电梯的轿厢，当
轿厢升至一定高度时，不让其翻转，
从而避免坠落，而如果帽顶缺失，轿
厢的四个滑轮就会沿着电梯主轨一
直往上升，最后与主轨分开坠落。

据调查显示，在诸多导致电梯安
全隐患的因素中，制造质量占 16%，
安装占 24%，而保养和使用问题高达
60%。目前绝大部分事故根源都集中
在“维修保养”这一环节上。

监管之虞

距离事故发生地不到一米的地
方，“安全警钟天天敲”的硕大标语悬
挂在施工现场，显得格外显眼。有相
关专家说，希望这样的标语不应只是
写在墙上，挂在口上，而是真正落在
行动上。
据了解，目前，武汉市有建筑设

备租赁单位 800户左右，全年营业额
超过 40亿元。与此同时，我国建筑设
备租赁单位因其起步晚、流动性大、
企业规模参差不齐，也成为监管的薄
弱环节，违规租赁、层层分包也是升
降机坠落事故原因的“常客”。每一起
升降机坠落事故背后不仅反映出施
工、监理和行政主管单位的监管缺

位，也凸显了建筑设备租赁行业亟待
规范。

按照相关流程，升降机属于特种
设备，其租赁和安装单位要具备相应
资质，聘用的安装人员须执证上岗。
安装和拆除时，施工现场项目负责人
和安全公司负责人必须在场，安装完
毕后，要经过国家质检总局发证的检
验机构检验，检验合格后，再向行政
主管单位登记备案。取得合法相应牌
证后，安监部门进行集中编号，所发
放的统一牌证必须焊接在升降机标
准节上。
《中国企业报》记者在现场看到，

出事升降机已经完全散架，残骸上有
一块登记牌，上面写着“武汉市建设
委员会登记，有效使用期限 2011年 8
月 23日至 2012年 6月 3日”，可见，
出事升降机已经超出有效期限工作 3
个多月。事后，设备安装单位负责人
否认“超期服役”，称该升降机已通过
年检，新的登记牌没有来得及挂出
来，但这一说法并未得到证实，记者
也未看到新登记牌。

武汉市城建安全生产管理站（以
下简称“安全站”）是武汉市城乡建设
委员会的直属单位，也是施工电梯的
直接监管部门。
“谁用设备谁负责，工程归谁，

（施工电梯）监管谁来管。”安全站技
术科办公室的于（音）主任亦说，对施
工电梯实行总承包单位负责制，“比
如这个工程归我接管这个设备在这

里用就由我来负责，”而安全站负责
对施工电梯的使用进行日常的安全
监督。

于主任介绍说，对施工电梯实行
市区两级管理制度，“100米以上的市
里管，100米以下的区里管，”一般 100
米折算为 33层。

于主任说，施工电梯需先办理备
案，使用时安装好后，经武汉市特种
设备监督检验所的检测合格后，办理
登记使用证，而后就可以使用了。而
备案牌和登记使用牌都由安全站技
术科发放。由于人手有限，安全站一
般对施工电梯进行抽查。“武汉市几
千个工地，不可能每天都去，都检查
到。”

于主任表示，有时安全站工作人
员也会怀疑施工电梯存在问题或隐
患，那么会在调查取证核实后，要求
企业进行整改，否则对其进行停工和
罚款处理。“我们主要是程序管理，比
如现场查看备案证、（登记使用）证、
操作人员证件。”他说，“通过检查这
些东西督促企业履行自己真正的管
理职责，管理责任都在企业自身。”
“依靠企业自管？肯定首先考虑

成本和效率等原因，肯定不够严格，
事情发生之前都不重视，事发后政府
出来说要重视有什么用？”一位家属
如此说。

东湖景园的工人许先生透露，他
和多名工友都认定，事故电梯在平时
的检修不够。

不断寻找死者家属，不断追问事
故可能的原因，每一次悲剧的采访，都
会让记者内心触动，久久不能平静。
《中国企业报》记者了解到，42岁

的骆进是外墙粉刷工人的领工组长之
一，家住黄陂区王家河镇南堰村，他带
领的工人中，基本来自该区不同乡镇。
死亡的 19人中，该组就有四对夫妻，
他们孩子的监管成了一个难题。

和妻子熊玉华遇难后，骆进的家
中还有一个 14岁的孩子。

遇难的占必华和吴建宏是一对 80
后夫妇，两家相隔不到 5公里，留下的一
个孩子，目前只能由占必华父母喂养。

占必华今年 30岁，吴建宏 25岁。
因为家庭经济条件比较差，占必华从
读完小学后 14岁便离家打工，3年前
与刘建宏结婚，之后夫妻俩常年在武

汉干活，两口子每天的收入大约 300
元，但直到出事时也只是记账，平常只
是不定期可以拿到一点零花钱，经常
用电饭锅下面条吃。

41岁的周洪福同样是黄陂区人，
家住前川街镇宝塔村，妻子明春梅 40
岁。夫妻俩留下一个 16岁的女孩，看
起来如同八九岁的孩子，明显发育不
良，而且有轻微智障，而 6岁的儿子也
比同龄孩子显得弱小。熊华堂称，经过
亲属初步商量，两个孩子将由他们在
武汉的小姑抚养。

更大的困难是，除了孩子，家中还
一位残疾父亲需要赡养。

在施工现场，记者发现周洪福夫
妻俩生前所住的“宿舍”，就在事发的
C区 7-1号楼四楼的一间尚未完工的
毛坯房里，大约 10平方米的室内，窗
户用一块彩条布挡着，几块木板搭成
一张地铺，另用木板搭成一个案板和

一个桌子。其实，按照相关规定，未完
成的施工建筑物内不允许住人。

家属从床上杂乱的遗物中找出一
个护腰理疗垫，从小包里找出两板止
痛片和护肝片，从地上找到一个影碟
机用的游戏手柄和几张碟片，一张报
纸里裹着一条香烟，是 38元一条的“红
金龙”。这对民工夫妇的另一个细节
是，按照周洪福的姐姐对《中国企业报》
的介绍，之前曾在这里见到弟弟的一
个本子，里面除了记着每天所完工的
面积，还有每天的支出，基本上两口子
每天的支出没有超过 10元钱。而四楼几
乎每个尚未完工房子里，基本都是相似
的工人在居住，即使带工的骆进、熊玉华
夫妻俩，也是吃住在工地上。

另外，黄陂区王家河镇大湾莲村张
自光和妻子连菊莲均年过半百，他们住
在一栋石头房里，室内一片漆黑，没有
一件新的家具，灶台也是烧柴草的。这

对夫妻在结婚 20多年后终于有了第一
个孩子，今年 14岁，之前，打工挣的钱
全部用来治疗夫妇的不育症。
《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获悉，从

江苏常州前往武汉打工的还有一个三
口之家在事故中遇难。25岁的蒋文杰
和他妈妈孙女士以及叔叔蒋阿南同时
死于电梯事故，“小的时候和我一起长
大的，现在突然就没有了”，蒋文杰一
位儿时的伙伴如此回忆说。

19 个民工的生命琴弦已经停止
弹奏任何乐章，亡者留给生者的不仅
仅是悲伤，未来，这些孤儿的命运因为
父母的离去而改写。而回到事故本身，
反思和追责更应该占主角，可惜当地
媒体的声音逐渐模糊，就算是赔偿和
整改的过程，官方也少有表态。耐人寻
味的是，祥和建设集团刘松曾说，一个
建筑企业要谋市场、谋发展，卓越的管
理必不可少。

脆弱的民工，未了的难题
闵云霄

mailto:liulinglin@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