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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丰隆亚洲接

手新飞电器以来，新

飞电器的行业地位和

市场份额急剧下跌”，

《中国企业报》记者在

停工事件中员工张贴

的《告全体新飞同胞

书》中看到，他们一

致指责“无德、无能、

无为的管理层辜负

股东和新飞人的信

任 ，不加大新品开发

和广告宣传，消极应

对市场挑战，将经营

不好的责任全部推给

了市场和不利的经济

形势 ”。

本报记者 许意强 闵云霄

新飞停产风波背后:28年老品牌暗淡离场之痛
湖北干旱蔬菜滞销:
农业产业化难题待解
本报记者 陈青松

中技桩业陷IPO迷局
令谢燕等大学生不解的是，中技

桩业的很多生产基地厂区还是一片萧
条荒芜，不但没有投产，有的地方刚建
厂房，设备都还没有全部安装，更有甚
者连厂房基础建设都还没开工。

在大学生提供的广东中技桩业
有限公司四会厂房马房厂区的照片
上《中国企业报》记者看到，除了竖立
的牌子，只有一片荒地，并无任何建
筑物。

湖南工学院的另一名大学生叶
勇对《中国企业报》记者说，在与中技
桩业的工作人员签订就业协议书时，
他还专门询问了是否要下车间，对方
回答说：“有的岗位会要求去车间，但
是不会超过三个月。”然而报到后他
们发现，中技桩业刻意隐瞒行业萎缩
而造成经营困难和大幅裁员的实情，
不但报到时间一再推迟，公司的现状
以及待遇都和早先告知的情况大相
径庭。“因此中技桩业存在欺骗我们
学生的行为。”

叶勇说，7月25日，他接到入职培
训的报到通知后，培训老师却告知公
司将削减他们的待遇，下车间的时间
也从三个月延长到一年，物价补贴被
以国家物价指数下降为由扣除，各种

费用都不予报销。“事实证明，公司就
是人招多了，没法安置，才想出各种
办法逼迫我们自行离开公司。”

据中国证监会披露，上海中技桩
业股份有限公司今年1—4月份净利
润巨额亏损3500多万元，其经营状况
惨淡。
而《中国企业报》记者拿到的天

津市建筑业协会混凝土专业委员会
今年7月份的调查报告也显示，中技
桩业的子公司天津中技桩业有限公
司的开工率只有15.5%，而天津地区
正是中技桩业在招股说明书中自述
的募投项目所在地。

事实上，这种开工率不足的情况
在中技桩业的全国其他地区也普遍
存在，是整个预制桩业受经济大环境
影响所致。

据韩喜斌介绍，中技桩业正是因
为第一次冲击IPO不成功，但当时为
了造成“全面繁荣”景象，不但大打广
告面向全国招聘，而且大规模的到校
园招聘应届大学毕业生，同时，也在
全国各地圈地，此举既能达到品牌传
播的目的，又能为企业IPO营造有利
条件。但没能成功是其未预料到的，
所以造成了圈来的地无法建设厂房，
招聘的人员明显过多，这才是大学生
被辞退的真正原因。

为此，《中国企业报》记者试图联
系中技桩业求证，在多次拨打中技桩

业电话均无人接听的情况下，记者辗
转得到中技桩业总经办负责人徐磊
的电话。在记者表明采访问题后，徐
磊表示他不清楚这件事，要请示领
导。随后，记者又将采访问题以短信
形式发给徐磊，但截至发稿前，记者
并未得到中技桩业的任何回复。

企业IPO成本动辄上亿
IPO对企业的影响到底有多大？

IPO是企业融资唯一的途径吗？《中国
企业报》记者为此采访了中国招商投
资研究会会长、深圳国际投资促进会
副会长张明亮。
“中国企业IPO‘不成功则成仁’，

从我这些年接触的企业融资案例中，
都能印证这一点。10多年前曾有一个
企业计划赴香港IPO，为了上市，这家
企业花费了3000多万元各类开支，在
没有得到有关部门最后批复阶段是
他最难过的时期。他表示如果不能批
准上市，企业只有倒闭了。为了上市，
企业把大部分流动资金都投入到上
市运作了，动辄上亿。成功了则拿回
股民的投资发展企业，失败了企业只
能‘成仁’从头再来了……奉劝企业
在上市问题上不要孤注一掷，应想方
设法打通其他融资渠道。”张明亮说。

张明亮指出，并不是所有企业都
适合IPO。因为IPO监管相对严格，要

公开审计，重大项目必须向社会公
告，但其实有些企业项目向社会公告
后，可能会损失商机。

此外，监管层的陨孕韵审核制度也
正趋于严格。日前，证监会对于广东
新大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进行
立案稽查更进一步透露了这一信号。

据记者统计，今年以来，除了新
大地，还有巴安水务、华昌达、万福生
科、朗科科技等多家创业板公司遭到
证监会立案调查，同时，被立案调查
的主板和中小板公司也层出不穷。监
管层整肃证券市场违法违规的决心
和力度在不断增强。

张明亮向《中国企业报》记者介
绍，因为多年进行投融资服务和研
究，他发现信息不对称是投融资业的
最大瓶颈，“一个好的项目，其实可以
让资本机构打架的。”张明亮举例说，
PE融资比IPO快很多，最快一个月就
搞定了，“曾经有一个项目，一个PE通
过考察审核决定投资，在做好了准备
签约的所有手续后，另一个PE机构却
捷足先登，打过去5000万诚意金后成
功签约抢单，因为同行权威PE的审核
是互相有信任度的。”他建议中国企
业在计划IPO的同时，也应该尝试多
种融资手段。他指出，近年来，VC、PE
发展迅猛，建议企业多从这些渠道及
信托、中小企业债、担保等方面下功
夫。

孤注一掷 IPO令企业自伤
（上接第一版）

10月 15日，持续近一周的新飞
电器停产风波出现重大转机，在新加
坡大股东答应员工大部分条件后，部
分工人开始复工。

风波平息却不意味着危机不在：
新飞电器的多方积怨非一日之寒。或
许早在 1994年新飞电器成立时，由新
飞电器集团与新加坡丰隆集团合资
的管理经营模式，就已经埋下了纷争
的种子。

业内人士告诉《中国企业报》记
者，就当前国内家电产业的格局来
看，留给新飞电器的商业空间已经很
小。同时，国内家电业品牌格局也趋
于稳定，产业间的并购重组基本告一
段落。这意味着，新飞电器已经成为
砸在新加坡丰隆集团手中的烫手山
芋，既卖不出好价钱也做不成好企
业。

低工资成导火索

新飞电器此轮工人停产从 10月
9日开始，数千名职工聚集在公司总
部门口，要求管理方维护员工的基本
权益。参与停产的工人强调他们是理
性维权，不仅不许打砸抢，还安排了
24小时巡逻防止坏人挑拨。现场的工
人称，厂方已经连续 10年没为工人
涨过工资，目前一线工人月收入仅千
元上下，不仅远低于沿海地区家电同
行，就连新乡当地 2000多元的平均
工资水平都远未达到。
据知情人士透露，新飞内部矛盾

由来已久，此次停工是有组织的，导
火索是今年国庆节前夕，新加坡资方
计划将新飞电器月产能达到 20万台
的冰箱一部工厂关闭，撤出生产线，
与生产二部为主的其他生产部门合
并，而原有的许多生产一部的组长、
段长、调度将被免职降薪。
停工员工除了要求新飞管理层

上调薪酬福利，并更换部分来自股东
方新加坡丰隆亚洲的新飞电器高层。
对于这次停工事件新飞电器方面没
有给出正面回应。
在此次工人停产中，新加坡大股

东丰隆集团的管理方式和运营能力
成为员工指责的焦点。
靠冰箱起家的新飞电器成立于

1984年，在上个世纪 90年代与海尔
等被国内家电业界称为冰箱行业的
“四朵金花”。2005年，新乡市政府突
然决定将新飞电器 39%的股权作价
5.1亿元出售给丰隆，随后，不断出售
股权，中方仅留 10%的股权，失去控
股权。
然而，外资的注入以及扩张并未

给新飞电器的发展提供更大的平台。
“自丰隆亚洲接手新飞电器以

来，新飞电器的行业地位和市场份额
急剧下跌”，《中国企业报》记者在停
工事件中员工张贴的《告全体新飞同
胞书》中看到，他们一致指责“无德、
无能、无为的管理层辜负股东和新飞
人的信任 ，不加大新品开发和广告宣
传，消极应对市场挑战，将经营不好
的责任全部推给了市场和不利的经
济形势 ”。
这一说法并非空穴来风。第三方

机构中怡康的市场数据显示：新飞电
器旗下的主营业务冰箱已经被竞争

对手甩出第一阵营，新飞的空调、洗
衣机等业务则一直处于市场边缘地
带。近年来，新飞电器在中国家电业
的市场表现呈现出“年年下滑”的疲
软态势。

外资股东与国资交恶

在家电资深观察家洪仕斌看来，

“新飞电器当前的命运是三分市场、
七分人祸”。新加坡丰隆只是一家贸
易投资公司，在进入新飞电器之前
没有任何的家电业务运营经验。更
为重要的是，围绕新飞电器的做大
做强目标，新加坡丰隆与新乡市政
府的目标长期不统一，“一个想养猪
赚钱，一个想活跃当地经济”。

希望通过投资实现短期获利的
新加坡丰隆集团，显然不愿意在新
飞电器上面消耗更多的人力、物力。
新乡市政府却希望借助对方的资本
实力快速做大新飞电器，带动当地
的就业、税收等经济发展。有知情
人士向《中国企业报》记者透露，近
年来因为新飞电器发展势头不稳带
来的矛盾日益凸显。仅围绕新飞商
标，双方已经将矛盾公开化。新加
坡丰隆不希望当地政府利用新飞品
牌进行产业多元化扩张，政府却急
于利用品牌影响力搞活当地制造产
业。

目前，除了丰隆集团控制的新
飞电器，从事冰箱、洗衣机、空调的
生产和销售，新飞集团还通过新飞
商标投资并成立多家公司，进军厨
卫小家电、冷冻冷藏等特种车辆等
多个领域。由于新飞电器旗下的冰
洗空等主营业务的业绩持续下滑，
使整个企业陷入“产品更新换代速
度放慢、人员跳槽频繁，甚至还出现
生产线和工厂关停”的恶性循环之
中，这进一步激化了新加坡丰隆与
当地政府的矛盾。

有消息称，新乡市政府已经在
着手利用新飞品牌，展开新一轮的
产品多元化扩张，计划委托浙江的
代工厂生产冰箱、洗衣机等产品。另
一方面，新加坡丰隆集团在引进曾
担任霍尼韦尔中央空调业务负责人
的阮建平，出任丰隆亚洲总裁兼新
飞电器董事长后，先是完成对欧威
尔空调亚洲业务 80%股权以及飞达
仕空调品牌所有权收购。还发布了
全新的“新飞”品牌新标识，将原来
的鹰变成海鸥，这意味着新加坡丰
隆与当地政府已经彻底决裂。

政府涉足筹建新公司

10月 12日下午，新飞电器在河
南紧急召开新闻发布会。磋商之后，
丰隆对员工涨薪诉求点头，并且重新
聘用此前被免职的生产制造部总经理
和强。人力资源部总监连国庆与生产制
造部副总经理张伟添离开，工人最终答
应复工。目前因涨薪事件而停工的生产
车间已恢复生产。据了解，此次丰隆承
诺员工工资两次上涨共 500元，复工之
后先涨300元，明年再涨 200元。
“即便是涨薪 500 元，幅度也不

大。新飞工人平均工资可以说只是新
乡平均工资的 1/2，知名企业工人工
资如此之少。通过此次危机事件，凸
显新飞的劳资双方关系极其紧张，企
业亏损严重。”一位当地人士如此评
价。
“劳资双方矛盾虽然在各方压力

下暂时平息，但新飞电器和新飞集团
在新飞品牌的战略矛盾上根深蒂固，
外资丰隆与中方关系极其紧张，对立
公开化。新飞意欲在新一轮冰箱升级
中分得一杯羹并不容易。”家电业观
察家刘步尘说。

自丰隆接手开始，业内关于新飞
将被二次出售的传闻不断出现。2009
年，有关丰隆将以逾 7亿美元的价格
出售新飞的消息更是铺天盖地，潜在
接盘方包括日本松下集团、中国海尔
集团、TCL集团、深圳康佳、美的集
团、长虹等企业，但由于对新飞估值
过高，出售并未达成。刘步尘指出，
“丰隆亚洲从一开始投资新飞就无意
长期留住新飞，转手赚取更大的利益
才是丰隆的主要目的”。
《中国企业报》记者了解到，在股

东双方僵持未果的情况下，新乡市政
府、新飞集团正在筹划组建一家名为
新乡新飞实业有限公司的新公司，将
委托浙江一家代工企业生产冰箱、冷
柜等，上述人士指出，“现在这家公司
还没有正式成立，但是已经开始在招
聘，部分新飞电器的高管和营销、研
发团队也有意加盟。”

站在干裂的田埂上，湖北省天门市农民张云明望着自家几
亩长势喜人的黄瓜发愁。
“要是在平时，这些黄瓜早被批发商收走了，可是现在，一

两毛钱一斤都没人收。”张云明皱着眉，指着黄瓜地对记者说，
“再过几天，黄瓜长大了，就只能烂在地里。烂掉倒是其次，关键
是瓜秧叶要继续打农药，可买农药需要钱，即使打了农药，再长
出黄瓜，也不一定有人要。”

湖北省是蔬菜输出大省、天门市是蔬菜输出大市，张云明
的故事是当前蔬菜滞销的缩影。

10月 15日，国家统计局刚刚发布经济数据显示，2012年 9
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同比上涨 1.9%。其中，食品价格
同比上涨 2.5%，鲜菜价格上涨 11.1%。

蔬菜价格呈上涨之势，但在干旱的湖北，蔬菜为何滞销？

大旱之下的大滞销

自 7月份以来，湖北省降水时空分布极不均匀，全省大部
分地区出现干旱，鄂北岗地、江汉平原西部及鄂西南北部多地
曾一度出现重度气象干旱，对人畜饮水和在田作物生长发育造
成影响，在不少地方，塘堰已经见底，河道出现干涸。

在湖北部分地区，甚至出现 60年一遇的大干旱。
张云明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持续的干旱对蔬菜种植造

成严重困难，为了不让田地荒弃，和当地无数农民一样，张云明
白天黑夜利用机井给蔬菜浇水。

张云明所处的地区都是种植专业村，去年当地农民种黄瓜
得到实惠，今年种植的特别多，算起来起码有上千亩。但是现
在，蔬菜成熟了却无人问津。

张云明给《中国企业报》记者细算了一笔成本账：自己种的
几亩黄瓜，种子和肥料各花了上千元，还有打机井的油钱，光成
本就花了 3000多元，还不包括人工成本，而现在才卖了 1000
多元，本都没有收回来。

张云明告诉记者，刚开始当地蔬菜游商和冷库企业还收了
一部分，后来就不收了，“一两毛钱一斤也不要”。

记者找到当地游商李学兵，四十多岁的李学兵说到蔬菜滞
销的事直摇头：“往年收购蔬菜还能赚点钱，今年不行。关键原
因是物流成本太高，导致大型蔬菜收购商根本不赚钱甚至亏
本，因此大型蔬菜收购商拒收现象严重。”

张云明也表示，如果现在把这些黄瓜运到省会武汉去，成
本加上路费，跑一趟不仅不赚反而会亏。

当地一家冷库企业的梁老板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作为
蔬菜收购、储存和销售企业，冷库在实际运作中也力不从心。
“虽然今年我们这里出现大旱，农民兄弟千方百计抗旱种点蔬
菜赚点钱不容易，但冷库在收购几笔后都出现亏损，所以只能
拒收。”

梁老板同样有自己的账本：以每斤黄瓜两毛钱计算，一万
斤的采购成本是 2000元，但中间环节的费用有：过路过桥费一
二千元、油费一二千元。此外，还要请工人砍菜、装菜花费 500
元、塑料袋几十元……这样算下来，如果以六毛钱一斤出售，一
万斤黄瓜可卖 6000元，也刚刚保本。

近日，《中国企业报》记者来到北京新发地等蔬菜批发市
场，发现黄瓜价格每斤达七八毛钱，在零售终端价格更是高达
两元多。

对比一二毛钱一斤的农民菜地里的黄瓜，价差竟然在十倍
以上。

滞销背后的深层原因

“去年黄瓜我们这里的农民都赚得比较多，因此今年都大
面积种植，即使干旱也想千万百计种植。”张云明表示，“去年，
我们天门闻名全国的花菜出现严重滞销，也是因为前年菜农种
花菜尝到甜头后，第二年一下子出现大面积种植的情况。”

据记者了解，去年 11月，天门 6万亩花椰菜今年严重滞
销，每斤只卖 5分钱，连种子和肥料钱都收不回。

此外，不仅在一个时段一个区域和一个品种出现滞销，去
年 12月底，湖北荆门的大白菜、咸宁嘉鱼的包菜也出现了滞
销。今年 2月，湖北钟祥蔬菜滞销严重，白菜两分，萝卜甚至不
要钱。

记者了解到滞销的原因有多种，首先是中间物流环节费用
太高致外运不畅。流通环节过多、不断飙涨的燃油价格和过路
过桥费，造成蔬菜运输成本增加。在以运输成本为主的中间环
节成本提高过快情形下，蔬菜批发商自然也就要通过压低蔬菜
收购价来维持自身利益，而一旦蔬菜批发商无利可图，其收购
积极性肯定大打折扣。此时，处于产业链条底部的农民自然大
受影响。
另一方面，农民分散经营的小生产与大市场脱节。中国种

蔬菜多数靠经验和跟风，去年卖得好，今年大面积种植，这样就
造成蔬菜价格大起大落。

中投顾问农林牧渔业研究员郑宇洁在接受《中国企业报》
记者采访时分析称，在农产品中下游，蔬菜物流成本约占蔬菜
中总成本的 50%—70%。蔬菜物流成本较高使蔬菜运输商贩的
盈利水平下降，直接挫伤运输商贩从事蔬菜运输的积极性，最
终导致蔬菜外运不通畅，蔬菜的外地市场无法打开，本地蔬菜
滞销程度加剧。

农业部研究中心原主任、中国合作经济学会会长缪建平表
示，“中国农民的生产决策，多数靠经验和跟风，很容易造成某
类农产品价格大起大落。菜农不了解市场信息，等到一窝蜂种
起来，产品反而卖不出去了，最后出现‘菜贱伤农’”。

如何不再靠天吃饭

专家指出，想要彻底解决蔬菜滞销的困境、走出根据“押宝”
心态生产的怪圈，就必须改变“跟风生产”的种植方式。政府部门
应建立市场预警信息，能够及时通知农民，指导农民根据市场科
学种植，让农民能够进行合理的种植而不是盲目的扩张。
“需要从两方面解决蔬菜滞销的问题：其一，积极发挥农民

合作社的作用，合作社使分散经营的农户形成‘抱团’之势，提
高农户应对风险能力，并且农民合作社在提供市场供需动态信
息、调整农户种植结构、建立农超对接方面作用明显；其二，政
府要有所作为，建立市场预警信息并及时告知农民，指导农民
合理种植而非盲目跟风；通过减免工商管理费，降低农贸市场
蔬菜摊贩的成本压力，进而降低终端市场菜价。”郑宇洁对《中
国企业报》记者表示。

青岛农业大学合作社学院执行院长李中华指出，要解决分
散经营的小生产与大市场相脱节的矛盾，从长远来看，还是要
走向规模化、合作化经营，提高技术化、市场化、组织化程度。

但在记者的调查中，我国农村大部分地区还缺乏这种规模
化的组织。
“你看这黄瓜，在城里菜市场至少卖一元钱以上。长得细

长、水分足，现在不摘长老了就无法吃了，真的太可惜了。”张云
明随手摘了一个黄瓜对《中国企业报》记者说。“算了，实在没人
要，就烂在地里得了。”

记者发稿前，张云明给记者打来电话称，他种的黄瓜以五
分钱一斤的价格卖给游商，但没有全部卖完，其余的肯定要扔
了。

CNS供图

mailto:guozhiming007@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