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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去年年底，超日的流动性紧张，

急需资金。之前，有个海外客户给了我

们回款的金额和时间表。到了去年 11

月底，回款进度和金额与之前完全是

两回事。我急了，就与客户一个个走访

和了解情况。这些海外客户都是做电

站的。这次海外之行很重要的是去了

美国。美国我们也有电站，18.5兆瓦，

寻找有兴趣的买家。美国的如果卖掉，

能拿到差不多 5000万美元。

在协调会上，我跟领导也说了，

谁也不知道，希腊说要退出欧元区。

我们 40 兆瓦的东西全都放好了，开

始启动建设了，当时在国开行还有 10

亿欧元的授信。国开行也同意希腊项

目的贷款，已经放到贷款池里了，希

腊政府说要退出欧元区，国开行就停

下来了，我们的安排全乱套了。

2011年，我们为希腊配套的组件

都发过去了，停滞在那。到 2012年上

半年，形势明朗了。但时间已经很紧

张了，这些电站是定于这个月 20日上

网的。当时我们是不能等了，只能拿

自有资金垫进去。40兆瓦的电站，加

上资本金，最起码要 5000 万—6000

万欧元，对我们的现金影响巨大。

银行贷款收紧，给我们造成了另

一大尴尬和纠结。作为银行，其实也

对。企业亏损，信用就要下降；下降了，

对贷款就会有限制。再加上行业不

好，（贷款）迟迟不放，把公司的资金抽

掉了。就等于一个人的血被慢慢抽

掉，那不是企业必死无疑么？

要满足银行的条件———不亏，我

没有这个能力和手段，更没有这个勇

气胆量。我是上市公司，不能做假账。

关于 3.8亿元的逾期贷款，后来

我们是不得已，只能对着干了。因为

银行收贷，只进去，不出来。去年 11

月、12月，抽掉了我 3.8个亿。我们是

上市公司，要守信，到期了就还掉，但

还掉后，新贷款的钱就不再放给我们

了。他们抓住我们的软肋了。

我们的贷款没有（应收账款质

押），都是担保贷款、信用贷款，还有互

保的，大部分是自己保自己的，有母

公司和子公司之间的互保，也有与其

他公司的互保。不过，5日上海银行送

来的一份最新的资料，显示央行征信

系统里没有显示有逾期的。

去年 12 月底出国就是为了增加

流动性。这段时间去了四个国家，德

国、意大利、保加利亚和美国。最后一

站是美国，差不多待了半个月。

我为意大利那 29 兆瓦的电站找

买家。与他们谈价格，这个过程用了

好几天时间。谈下来的结果是，（电站）

要马上脱手，价格就会比较便宜。再

拖点时间的话，到了 3、4 月份，价格

就会好点。谈了几家，有了购买意向。

回来后，（证监）局里还有中信建投说，

让我早点卖掉。所以我下下周又要去

了。卖掉后，去掉贷款可回笼大概

5000万欧元资金。

5000万欧元有点不理想。它光电

费收入一年就有 1200 万欧元。现金

好的话，我肯定选择自己持有。

在经历国内消费市场疲软、高库存压力、关店近千家、高管

频变更等一系列动荡后，李宁公司近日公布，将投入 14—18亿
元用于变革计划中的渠道复兴。在李宁公司看来，这一计划将加

快积压存货的清理，盘活下游的有效流通，提升渠道的盈利能

力。

据记者了解，此次渠道复兴计划并不包括所有经销商，但李

宁方面并未透露更详细信息。李宁公司相关负责人对记者表示，

参与该计划的经销商占总销售的 50%以上，并对不同经销商实
施具有针对性的政策。

据李宁公司提供给记者的资料显示，该公司正面临过量渠

道库存、过季产品占比过高导致商品高折扣促销、零售业绩下

滑和经销商及分销商盈利能力、现金流下降的问题。李宁公司

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李宁公司首先鼓励经销商

以打折促销等手段进行清货，李宁公司则将会承担其中部分损

失。

同时，李宁公司也会对很少一部分年份比较久的产品评估

后，进行回购。这部分产品将会被转卖到海外市场，或以慈善捐

助等形式进行处理。据了解，此次清货不以现金形式出现，主要

体现在经销商与李宁公司的应收财货折抵上。此外，李宁公司

还表示，在协助经销商清货同时，鼓励其以新品为导向，提升零

售能力。

中投顾问轻工业研究院熊晓坤认为，渠道是服装企业伸向

市场的“触角”，渠道的合理布局将扩大企业的影响力；同时，顺畅

的渠道销售是服装销量的保证。李宁耗巨资整合销售渠道，可为

其困境带来较大改观。

自 2012年开始，李宁公司就已开始有意通过削减门店，优
化渠道。据李宁公司中报显示，李宁品牌常规店、旗舰店、工厂店

及折扣店店铺数量达 7303间，较 2011年 12月 31日净减少 952
间；为提升渠道管理效率，经销商也减少了 5家。

不过，这一渠道复兴计划也面临着挑战和变数。李宁公司不

久前发布盈利预警，预计公司 2012财年大幅亏损。李宁公司对
此解释，主要是由于包括渠道复兴计划等涉及变革计划的一次

性费用所致。据悉，这也是其自 2004年 6月在香港挂牌以来的
首次亏损。

去年，李宁股价累跌 21%。而 2013年伊始，港交所首日开盘
日，李宁股价涨幅达 11.9%，在体育用品股中升幅最大，安踏等体
育品牌也有不同涨幅。

事实上，2012年是中国体育品牌集体过冬的一年。在通过批
发式运营与过度扩张的高速发展期后，中国体育品牌都出现不

小的库存危机。作为行业翘楚，李宁公司显然更加备受关注。

不过，李宁所面对的不仅仅是库存的压力。据 2012年李宁
中报显示，截至 2012年 6月 30日，公司收入 38.8亿元，较 2011
年同期下降 9.5%。

本报记者 赵雪

不惜亏损 李宁流血自救

本报记者 陈玮英

2013年开年第四天，以三星、LG 电子为首的 6家国际大
型液晶面板企业，因在 2001年至 2006年期间垄断中国液晶
面板市场价格，领到了中国发改委开出的首张金额高达 1.44
亿元的直接罚单以及没收非法所得 3675万元，退还从康佳、
TCL等 8家中国彩电企业多收的面板货款 1.72亿元等一系列
经济制裁。

不过，有来自福建某彩电企业的消息人士向《中国企业

报》记者透露，“这笔钱并没有直接退还到各家彩电企业，而是

经过中国电子视像行业协会组织几家企业开会认可后，将钱

直接打到深圳中彩联科技有限公司（该公司股东为 TCL、康
佳、长虹、厦华等 9家国内企业，专门负责运营彩电行业的专
利技术），要成立一个面向彩电行业专利发展基金，这事也获

得了发改委的认可和支持”。

中国政府加大面板市场监管

在发改委开出中国液晶面板市场首张罚单的背后，中怡

康市场研究机构品牌总监左延鹊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主

要是在过去长达 10多年时间里，中国在液晶显示面板产业的
空白，全球液晶电视面板供应主要掌握在日韩及我国台湾地

区等少数企业手中”。

来自专业机构群智咨询的数据显示：2011年之前，中国
本土液晶面板企业全球市场份额仅为 1.6%，直到最近两年随
着京东方、华星光电等本土企业的高世代面板生产线全面投

产，这一份额迅速攀升至 2012年的 11%。2013年预计还将达
到 16%左右。
“发改委对面板企业的处罚事件实际上是释放了两个重

要的信号，一是中国政府开始加大面板市场价格的监管力度。

二是面板产业链上下游的合作关系更加公开透明，”群智咨询

研究总监李亚琴告诉《中国企业报》记者，这件事由于存在明

显滞后性，对于中国本土面板产业发展直接影响并不大，同样

传递到终端市场也需要时间。

不过，李亚琴则认为，“除了借助政府的市场监管来净化

面板市场竞争秩序，关键还是要做强做大中国本土的面板显

示产业”。左延鹊也认为，“当务之急，中国本土的京东方等面

板企业尽快夺回市场主动权，摆脱中国彩电整机企业对外资

面板企业依赖度高的不利局面”。 （下转第十二版）

中国首次处罚
液晶面板企业

资金断流或压垮超日太阳
“跑路”的帽子这次被扣到了光伏

企业的头上。

在 2012年年末，上海超日太阳能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倪开禄被传

“携款潜逃”。来自微博消息称，超日太

阳从一家濒临破产的公司摇身一变为

市值近百亿的上市公司，最后终因行

业不景气，资金断裂，董事长携民间融

资的数十亿资金潜逃国外。

超日债务高企

2013年 1月 4日，超日太阳公告
称，董事长倪开禄“前期在境外催收应

收账款并洽谈境外资产处置等相关事

项，近日已回到国内”。

就在几天前，倪开禄被要求参加

由上海证监局召集的多部门会议，一

同参会的还有上海市银监局、上海市

金融办以及奉贤区政府等金融管理及

相关部门。

据一位与会人士称，会议主要涉

及倪开禄在海外做了什么以及超日太

阳目前的诉求是什么。但会议并未重

点提及各方关注的非法集资问题。

“超日太阳民间借贷数额巨大。”

一位接近超日太阳的人士表示，其给

出的利率最高达 15%。超日太阳在内
部进行民间集资，最低 5万元起步，上
不封顶。利率分别是：5万元为 12%，
30万元及以上则为 15%。可以签订的
集资合同期限分别为 1年期、3年期和
5年期。

早在 2010年底，超日太阳就曾向
内部员工集资，投资 4家公司，投资期
5年，倪开禄作为担保人，而倪开禄同
时在这四家公司中持有股份。

从超日太阳发展轨迹来看，超日

太阳应该说是资金雄厚。几乎是光伏

最好时期，2010 年超日太阳成功上
市，当时筹集资金 23亿元。2012年 3
月，发行债券融资 10亿。但 33亿融资
换来的是，“已经有 3.8亿银行贷款出
现逾期。”超日太阳 2012年 12月 28
日公告显示。

2011年，超日太阳对外投资设立
了 12家公司，其中 3家在内地，1家在
香港，8家在境外。也是这一年，超日太
阳能对外投资支付的现金达 4.9亿元。

记者从“超日太阳股权收益投资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四期）”上看到，预

期最高收益率为 11.60%，销售起始日
为 2011年 6月 13日，信托规模达到
5000万元。 （下转第十二版）

团购起死回生：盈利面临持续性难题
本报记者 郭奎涛

根据团 800 的统计数据，2012
年，虽然团购网站的数量较高峰时期

已经少了一半，但是全年依然有望实

现 90%的增长速度，行业前 5名又占
据了总体 80%以上的销量。在行业起
死回生、大局初定的背景下，盈利问

题陆续被提上了日程。

继满座网实现一元钱象征性盈

利之后，日前，窝窝团宣布实现了百

万元规模的盈利，美团网也声称全年

销售额 55亿元，已实现全面盈利。团
800创始人胡琛分析认为，团购企业
部分盈利对行业是一个提振，但是盈

利如何持续将是团购行业 2013年将
要面临的重要考验。

震荡上行

在刚刚过去的 2012 年，“倒闭”
几乎伴随着团购行业的始终，即使拉

手网、24券等原本行业前十的团购网
站也难逃此劫。

拉手作为团购行业曾经的标杆

企业，去年以来，相继被爆资金链断

裂、创始人离职，虽然逃过了关门大

吉的命运，但已经越来越偏离行业的

主流地位了。原本排名前十的 24券，
因为投资人与创始人的矛盾，去年 10
月声明进入“长假期”，至今都未开

业。

团 800 数据显示，仅仅去年 11
月，就减少 57家团购网站，相比前年
8月份鼎盛时期的 5058家，已经减少
了 2150家。不过，新的团购网站还在
陆续上线，已经连续 3个月保持较高
增长率。总体来看，团购网站的减少

速度正在放缓。

尤其重要的是，团 800表示，截
止到去年 11 月底，2012 年国内独立
团购网站总体购买人次超 4.1 亿元，
累计成交额已经达到 192.3 亿元，即
使 12 月份只能达到全年的平均值，
全年总量也有望突破 210 亿元，与
2011年比较增长了 90.1%。

胡琛告诉记者，在过去的一年

中，团购行业虽经历起伏，整体趋势

还是在震荡中上升，团购行业也将顺

利跨过 2012年的“末日危言”。

格局初定

团 800发布的报告还显示，团购
市场集中度进一步提高，前 10强的
成交额之和则占当月成交额总额的

95.7%。尤其重要的是，前十名分化也
很严重，高者与低者之间的差距一度

达到 5亿元，前 5名之和已经占到成
交总量的 82.5%。

而在胡琛看来，去年 6 月份的时
候团购网站在市场规模的层级上还

没分得这么开，属于站在一起手拉手

的状态。而从 6月到 7月份开始，国

内团购市场的前十家开始逐渐分化

断层，市场份额在前 5的网站有集中
的加速趋势。

在行业巨头的马太效应越来越

明显的背景下，团购网站转而采取抱

团取暖的方式，力图在淘汰赛中为自

己赢得一席之地。日前，高朋网、F团
与 QQ团在腾讯的一手操办下完成了
合并，新公司统一称为“北京网罗天

下生活科技有限公司”，目前已经挤

入行业前三甲。

作为更多的没有背景的中小型

团购网站，入驻与国内所有独立团购

网站分庭抗礼的聚划算正在成为趋

势，希望可以借助聚划算的流量分食

团购蛋糕。目前，千品网、嘀嗒团、高

朋网和满座网等独立团购纷纷入驻

聚划算。

不过，有分析人士指出，目前入

驻聚划算平台的团购企业均为月销

售在亿元以下的中小企业，未来，团

购行业将形成聚划算与中小企业结

盟，共同对抗美团网、大众点评网等

寡头企业的态势。

季节性盈利

早前，美团网一位要求匿名的高

层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盈利并不

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行业还在跑马

圈地，保持高投入甚至不惜以亏损为

代价以扩充规模是十分必要的。预计

行业格局将在今年三四季度确定，届

时，美团网才会考虑盈利并计划年底

实现盈亏平衡。

在如今行业格局初定的背景下，

窝窝团宣布已于去年 12月实现整体
盈利。此前，满座网也宣布实现单月

盈利一元钱。日前，美团网副总裁王

慧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2012年
该公司全年销售额达 55亿元，已实
现全面盈利。

胡琛认为，窝窝团宣布盈利的信

息，对整个团购行业来看是一个更为

积极的信号。团购网站在 2012年纷纷
从非理性的烧钱宣传转为精细化运

营，从追求单纯的销售额转为对每一

单的毛利考核，转型团购商城等模式

上的探索，也大大提高了团购效率。

“去年 9月得以扭亏为盈，一方
面在于毛利率水平的提升，另一方面

我们也主动降低了市场投入和人力

投入。”满座网 CEO冯晓海坦言，满座
网从去年 10月起开始“省吃俭用”，
不过 1元钱仍然只是象征性的盈利，
表示满座网今后将回归商业盈利的

本质。

但是，胡琛强调说，这些盈利很

可能是季节因素，原因是年底是团

购高峰，电影票和餐饮的团购冲上

一个高峰，这样就给团购企业盈利

的持续性打上了问号，团购企业能

在 2013 年站稳脚跟还需要观察后
续表现。

本报记者 许意强

倪开禄自述“跑路”真相

1 月 6 日中午，

因“跑路”传闻被推
至风口浪尖的上海

超日太阳能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倪开禄，在上海西
郊的一家宾馆中接

受了某报记者的采

访。这也是倪开禄 3

日深夜返回上海后
首次与媒体面对

面。

“

CNS供图

抛开直接经济处罚，仅以液晶面板无偿保修
期从 18个月延长到 36个月一项，就让国内彩
电企业每年节省服务维修成本 3.95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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