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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次“禁飞令”为例，10 月 22
日晚南航 CZ6524 航班在大连落地
后发生货物燃烧事件的调查情况

说明，有 2 宗物品实际托运人为上
海圆通速递公司，里面均含锂电

池，圆通在向南航交运该 2 宗货物
前，未对货物进行核实并按照相关

规定进行正确分类，由此导致事故发

生。

《中国企业报》记者从多家快递

公司调查了解到，部分快递网点缺乏

必要的安检设备，在揽收快件、验视

等方面存在诸多问题。此外，快递员

多为兼职或“短期工”，工人素质参差

不齐，入职后就直接上街跑活，缺乏

必要的“职业培训”，对违禁品了解不

多。如本次事件中，韵达收货后安检

时，安检员并未查出该快件中的耐风

火柴。

业内人士分析称，一些快递公司

专注于抢夺市场，而不是提高管理水

平。在利益驱使下，盲目接受物件，没

有拒收“危险品”安全意识，导致在源

头上潜藏着风险，如果不重视，迟早

会发生重大事故。如此次中航协处罚

的这几家公司，都是通过客机腹舱运

输货物。如果货物发生火情，很有可

能导致机毁人亡。

航空运输代理行业
展开安全整顿

11月 27日上午，合肥机场派出
所微博发布：11月 25日（即中航协开
出的一份最重“罚单”）顺丰速运托运

货物内有疑似炮弹近 30枚，经调查，
炮弹系某军工企业寄到北京某防化

科技院做研究所用，炮弹内无火药。

虽然此次顺丰托运的只是炮弹外壳，

但仍属民航不予托运违禁品行列，并

对其口头警告。

对于被“禁飞”的原因，记者从圆

通官网获悉《告客户书》，称“此事因

业务旺季我司揽收验视及内部安检

过滤疏忽所致。”

分析指出，在中国的航空货运快

递史上，这是一个标志性事件，必将

引发整个行业的整改。

有媒体报道称，随着快递运量的

日益庞大，部分快递公司已经开始自

建航空公司。如圆通公司目前租赁了

三架飞机，正在向民航局申请筹建自

己的航空公司，实现自身运输的地空

联合。在圆通之前，顺丰已经组建了

自己的航空公司，引进自己的全货机

进行包裹运送。

据了解，此次中航协开出的史上

最重“罚单”，主因是快递公司没有对

货物按照操作规程验货、分类，导致

谎报为普通货物的危险品交运航空

公司。

在委托代理的现实情况下，快递

尚且有违规现象，那么快递公司自建

航空公司后，会不会发生类似快递虚

报、瞒报，夹带违禁品的现象，会不会

为了抢时间、争业务而置安全生产于

不顾呢？

业内人士指出，只有加强管理，

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首先，从源

头上，快递公司本身应该对自身管理

进行提档升级，规范运营，关口前移，

杜绝违禁品。此外，各货运航空企业

均加派人手，甚至不惜重复安检以保

障运输安全。

中航协表示，鉴于今年以来因航

空货运代理企业违规操作而导致的

不安全事件屡有发生，自即日起针对

航空运输代理行业展开为期两个月

的安全整顿。

百亿广告难掩食品行业研发短板
本报记者 陈青松

资讯

2013 年央视和地方卫视的黄金
广告资源招标业已结束，在央视及三

大卫视湖南、浙江、安徽，食品饮料企

业共投入 96.2亿元，增幅高达 36%，
占总投标额的半壁江山。

以央视为例，2013年央视广告招
标 159 亿元，食品饮料类企业共投入
76.5亿元，接近总投标额的一半，遥
遥领先于其它行业。

国内某食品企业营销负责人李

华斌向《中国企业报》记者介绍，食品

饮料类企业动辄上亿的“豪赌”广告，

正好折射出我国食品饮料行业的现

实难题。

被迫参与广告大战

近年来，我国食品饮料行业发展

迅猛，市场规模飞速扩大。无论走进

哪家超市、卖场，各种外资、合资甚至

地方品牌的食品饮料总是令人目不

暇接。

我国食品企业在广告上一掷千

金、看似风光无限的背后，却隐含

着诸多无奈。“由于食品领域进入

门槛不高，吸引了更多企业进入。

高度竞争下，行业产能过剩，形成

供大于求的局面，利润率越来越

低，行业利润大部分来自于销售量

的增长，实际上，大多数企业目前

处于‘差钱’状态。为了站稳脚跟，

打开新市场，各家企业不得不投入

大量广告。”李华斌向《中国企业

报》记者介绍。

李华斌认为，在食品饮料行业，

广告投入是不可缺少的一环。不打广

告是不现实的，关键是打多打少的问

题。因此，众多食品企业哪怕是牺牲

暂时利润，也要拼命用大量广告换来

将来大发展的机会。“在一波接一波

的广告大战中，万千处于中下层的食

品饮料企业为了生存，被迫参与‘广

告大战’，只不过，动辄能够投入数

以亿计广告的企业毕竟是凤毛麟

角，绝大多数企业只能进行低成本

传播营销。即使如此，也占用了企业

本不富余的流动资金。”

不遗余力用钱“砸”知名度，然

后利用高利润大赚特赚，已被食品

行业视为发展捷径。然而，无论是首

届标王孔府宴酒，还是第二、三届的

秦池，都未逃脱一飞冲天再一泻千

里的命运。一夜成名之后，留给人们

的只是一个印象和被列为教训的营

销案例。

“实际上，目前绝大多数食品企

业仍没有摆脱‘广告为王’的固有模

式，仍将微薄的利润花在广告投入

上，好钢并没有用在刀刃上。”李华斌

分析称，以汇源为例，汇源已经有足

够的知名度，且本身亏损，应该把有

限的资金用在其不足之处上，比如渠

道建设不足、网络覆盖和终端的推广

不到位等等。

汇源果汁今年上半年收入仅为

16.9亿元，较去年同期下滑 7.5%，净
利润亏损 3220万元。一边是业绩大
亏，一边却毫不吝惜在央视烧钱，汇

源是不是在“自杀”？

对于业界质疑此次花重金做广

告的真正目的，汇源表示，“1997年我

们投入了 7000万元在央视一套黄金
时间投入广告。而那时全年总收入还

不够支付广告费，但随之而来的是连

续几年几何式的增长。”

汇源还自信地表示，投入巨额广

告后，汇源对于今年的业绩情况以及

接下来一年的经济形势是充满信心

的，汇源下一步将保持 50%以上的增
速。

研发缺位

《中国企业报》记者调查发现，与

广告投入的一掷千金相比，部分食品

企业在食品安全的管理、科研方面的

投入却相形见绌。

李华斌向记者介绍，实际上，大

多数知名企业的广告、宣传投入占营

收的 10%左右，有的甚至高达 15%，
而在产品研发方面的投入往往只有

营收的 2%—3%，相比之下少得可怜。
这种悬殊的比例反映了企业不成熟

的营销理念和管理方式。

综合各方资料显示，像汇源果

汁、青岛啤酒以及贵州茅台、古井贡

酒等食品类企业，近年来每一家企业

每年投入的广告都在数亿元之巨。

以 2011年为例，食品饮料行业
销售费用排名前 10位的上市公司，
广告费用合计竟高达 93亿元。不少
知名企业的广告投入达到净利润的

两倍左右。

与挥金如土的巨额广告费相比，

食品饮料类上市公司每年研发经费

却始终是个谜。

据《中国企业报》记者了解，美国

上市公司利润表单列研发费用，但中

国上市公司在利润表上并不单列，基

本上全部进入管理费用。

今年 10月，碧生源被爆出研发
费用与广告营销费用差距巨大，今年

上半年同期的销售及市场营销开支

达到 2.73亿元，是研发成本的 41倍。
业内人士指出，在野蛮生长阶

段，广告轰炸之下或许能够做到一呼

百应。一旦行业成长市场成熟起来

后，靠广告撑起来的业务模式将存在

极大的隐忧。

2012年度十大华人经济领袖揭晓
12月 1日晚，由凤凰网等主办的“一汽-大众奥迪·2012

年度华人经济领袖盛典”在国家游泳中心隆重举行，来自社会

各界的华人精英齐聚一堂，共襄盛典。2012年度华人经济领
袖评选以“新十年，更好的世界”为主题，现场汇集了上百家国

内主流媒体，媒体阵容空前强大，打造了年度最具影响力的财

经盛典。此次盛典发布了 2012年度华人经济领袖获奖名单。
从获奖领袖阵容来看，本届华人经济领袖获奖者不仅包括大

陆企业家，还包括了北美以及中国台湾的经济领袖。

联迪商用折桂银商 POS机招标
在银联商务有限公司 2013年度 POS终端设备集中采购

项目中，电子支付产品及系统解决方案供应商联迪商用成功

折桂，以 7 包全中的纪录成为此次招标中唯一全线入围的
POS厂商。从银联商务公布的结果看，本次招标共放出 7个产
品包，由联迪商用、百富、惠尔丰、新国都 4家公司分享。其中，
联迪商用独中 7包，百富、惠尔丰、新国都分别是 6包、3包、1
包。去年刚刚入围银商 POS机招标的新大陆则全部出局。联
迪商用此次入围的机型除了传统热敏、针打、分体、无线 POS
等之外，全新高端无线 POS E570也入围。
工银全球基金凸显配置优势

近日，工银旗下两只 QDII无论是重点投资全球范围内成
长性良好的上市公司，或是全球范围内受惠于中国经济增长

的境外公司，均博得不俗业绩。银河证券数据显示，截至 11月
22日，工银全球今年以来净值增长率 10.88%，同类排名第 2
位，其中过去三个月业绩涨幅达到 4.25%，同类排名第 1，上升
势头明显；此外，工银全球精选今年以来净值增长率 8.03%，
同类排名第 6。对于此成绩，工银全球精选基金经理游凛峰做
出解析，“三季度海外股市反弹的原因主要是欧美量化宽松政

策及其规模的超预期。”

ABB与通用汽车联展蓄电池成果
11月 28日，通用汽车公司与 ABB共同展示了一项未来

电池再利用的全新尝试：将五组使用过的雪佛兰 Volt沃蓝达
蓄电池重新整合入一个模块化装置，可以支持 3—5个美国普
通家庭 2个小时的电力供应。这一不间断供电和电网电力平
衡系统在美国旧金山举行的通用汽车电气化体验展上进行了

公开演示。样机为展会上“离网”状态下的设备以 25千瓦的功
率供电 50度，所有辅助照明及视听设备均正常运转。通用汽
车公司蓄电池生命周期管理部高级经理 Pablo Valencia表示：
“通用汽车公司的蓄电池研发覆盖其整个生命周期，其中包括

电池的二次利用。”

最具公众影响力责任企业揭晓

11月 23日，由中国公共关系网 (www.17pr.com) 主办的
2012企业社会责任与公共关系高峰论坛暨第八届中国公关
经理人年会在京隆重召开。奥的斯、奥林巴斯、三星、戴尔、叶

氏化工、施耐德电气、霍尼韦尔、拜耳、麦当劳、安利、欧莱雅、

英美烟草、通用汽车、一汽-大众奥迪、宝马、康佳集团等近百
家国内外知名企业参加了此次会议。大会进行了 2012十大创
新项目展示，揭晓了 2012“最具公众影响力”企业社会责任事
件奖、人物奖、企业微博公益事件奖等五项大奖。

“纺织之光”科技教育奖励大会举办

11月 29 日，“纺织之光”2012 年度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
科技教育奖励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纺联会长

王天凯、名誉会长杜钰洲出席会议并讲话，副会长孙瑞哲做了

主旨发言。2012年度中纺联科学技术进步奖受奖项目共 171
项，其中，一等奖项目有 13项，二等奖项目有 53项，三等奖项
目有 105项。山东康平纳集团董事长陈队范代表获奖企业发
言，大会还公布了“纺织之光”教育奖和学生奖名单以及针织

内衣创新贡献奖名单。

2012爱心衣橱慈善晚会在京举行
11月 24日，由爱心衣橱基金组织发起的“37益温暖·2012

爱心衣橱慈善晚会”在北京新云南皇冠假日酒店隆重举行。据

了解，“爱心衣橱”是由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主持人王凯、马洪

涛共同发起成立的爱心公益基金，秉承公开、透明、合作的公

益理念，以每年至少让 20000名贫困地区孩子能够穿上新衣
服为目标，通过线上、线下活动等不同渠道筹集资金，给孩子

们定制防风、防雨、保暖、透气的新衣服，倡议社会各界人士关

注贫困地区儿童的心灵关爱和教育问题，“用爱心呵护孩子冷

暖”。

本报记者 林瑞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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