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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润被质疑借文化名义圈地
大手笔投资主题公园

继涉足房地产、旅游、金融、建设

等与食品行业毫无关联的产业后，近

日，国内肉制品企业雨润集团再次在

新领域祭出大手笔：与美国梦工厂签

署战略合作协议，计划投资 10亿美
元，联手打造主题乐园。

消息一出，在多元化之路上越走

越远的雨润立刻遭到业内的广泛质

疑和批评。

主题公园七成亏损

据记者了解，自上世纪 80年代
至今，中国主题公园建设已超过 2500
座，但这数以千计的主题公园，整体

经营状况却呈“七二一”格局，即七成

亏损、两成维持，仅有一成盈利。

此外，主题公园最终能够收回投

资的项目只有 1/3，且有 1500亿元资
金被套牢。

资料显示，2020年，中国主题公
园总数将超过美国。

业内分析指出，主题公园在中国

来说是个严重过剩的行业，且操作起

来却绝非易事。

事实上，很多主题公园投资者根

本不懂主题公园，更多处于“跟风”状

态，以为单靠简单投资数千万元乃至

上亿元即可，大多主题重复、照搬照

抄、模拟仿效，内容相差无几，结果惨

淡经营或仓促收场，造成财力、人力、

物力的浪费。

“国内主题公园运营情况差强人

意，多数都处于亏损状态。”中投顾问

食品行业研究员简爱华在接受《中国

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雨润和梦

工厂投资建设主题公园相比诸多国

产主题公园具有品牌优势，但是也面

临着挑战，即上海迪士尼乐园。

“迪士尼的品牌影响力远大于梦

工厂，并且其主题公园运营经验丰

富，而雨润和梦工厂毫无经验可言。”

简爱华说。

再次被疑圈地

主题公园仅有一成盈利，为何还

吸引众多企业动辄斥资上亿元投向

主题公园？

调查显示，中国主题公园真正的

盈利来源是附属的房地产开发工程。

湖南一位要求匿名的主题公园

员工向《中国企业报》记者表示，许多

开发商都按照这种模式操作：用相对

较低的价格购买土地，以主题公园为

名修建商业地产与住宅营利。

游艺机游乐园协会秘书长冯玉

国表示，许多投资商并不介意运营主

题公园能否盈利，因为售票和卖食品

的收入在他们利润中所占比重并不

大。他们的利润更多来自于土地开

发，建立包括公寓楼、别墅以及宾馆

在内的商业房产与住宅。

有分析指出，目前，文化产业受

到国家大力扶植，但凡和文化产业搭

边，政府是给地又给钱，现在很多地

产商都想和文化产业扯上关系，雨润

正是借文化的名义大肆拿地。

近年来，雨润集团在全国不少地

方都陷入“圈地”的质疑声。

早在 2002年，雨润成立房地产
公司后，雨润便被指利用农业项目圈

地。

2012年 7月，雨润被曝以肉制品
项目名义全国圈地遭质疑。报道称，

在沈阳、河南漯河、河北石家庄、江苏

徐州、吉林长春等地，雨润控股以农

副产品配送中心、农产品全球采购中

心的名义所获得的规划用地，无一不

在千亩规模以上。

2011年 8月，雨润集团被曝在辽
宁无偿拿地近 5000亩，其投资的生
猪屠宰项目存在虚报项目投资额，涉

嫌骗取国家补贴。不过，雨润食品随

后发布澄清公告表示，集团拥有的土

地都是依据合法的方式取得，并不存

在任何违规事项。

关于雨润为何与梦工厂联后打

造主题公园、出资比例以及未来运营

计划等问题，记者致电雨润公关部，

但未能得到回应。

本报记者 陈青松

近年来，以食品业起家的雨润相

继涉足房地产、旅游等与食品行业毫

无关联的产业，其多元化的步伐似乎

越走越快，多元化的道路也越走越远。

《中国企业报》记者了解到，近年

来，除了食品主业，雨润集团在地产等

方面更有雄心壮志。雨润控股投资全

国多个城市、项目，占地动辄数千亩。

正因为如此，雨润才深陷上述被

质疑圈地的“泥潭”。

去年，雨润集团董事局主席祝义

材在雨润集团内部会议上，曾对房地

产板块提出：确保房地产业务 2015

年要实现 500亿元销售额；并提出到

2015 年整体收入目标为 2100 亿元，

其中，房地产和城市综合体产业加起

来，占到了 800亿元。

雨润是什么？是一家地道的食品

企业还是一家主业早已严重偏离食

品的企业，几乎很少有人说得清。

管理专家指出，不少知名企业甚

至行业龙头企业，在成为多元化浪潮

的追随者后，热衷于多元化投资，跨

界经营，最后陷入了衰落甚至关闭的

困境。

据《中国企业报》记者了解，业内

大多数人并不看好雨润的多元化，而

且很多食品企业多元化并不成功。

食品行业被多元化战略拖垮的

典型例子，便是曾连续 10年雄踞中

国软饮料年产销量第一的“健力宝”。

热衷多元化的健力宝忽略了主品牌

打造，其触角延伸到地产、医药、快

餐、体育服装等多个领域，使得健力

宝资产结构成了一个典型的怪胎，最

后导致其急速衰落。

相反的例子，则是可口可乐与百

事可乐做过饮料业之外不成功的多

元化尝试后，最终进行战略回归，专

注于饮料主营业务。

上海交通大学品牌研究中心主

任余明阳表示，有些企业往往为了赚

钱，四处开花，搞冒进的品牌多元化

战略，殊不知这会最终威胁到主业的

发展，甚至一个企业的存亡。

有评论指出，盲目、过度的品牌

延伸会拉大新产品与核心产品之间

的距离，使得品牌价值被稀释。如果

遇到强大对手，品牌很快就会被取而

代之。哈药矿泉水、燕京酱油总也做

不好，不是实力和能力的问题，这是

规律在起作用。

食品企业多元化投资难以成功
陈青松

记者手记

近日有报道称，中央 1 号文件将
于本月底对外公布，该文件有三部分

涉及农村经营体制机制创新，这也是

今年 1号文件的核心内容。据了解，1
号文件将为加快发展现代农业、推动

城乡一体化发展提供体制保障。

近期，在股市中的涉农板块已经

开始表现，个股交投活跃。而股权投

资基金和创业投资基金也加速布局

现代农业领域里的相关企业，寻找投

资机会。

细分领域挖掘机会

1月 19日，联想控股佳沃有限公
司投资中国农谷项目在荆门签约，涉

足高端果业及苗种基地，其中一期投

资 5到 10亿元。该项目致力于打造
全球最大的猕猴桃基地。另据荆门市

农谷办负责人介绍，农谷项目招商总

额已达 80亿元。在此之前，天图资本
投资八马茶叶连锁公司，投资金额为

3500万元，布局现代农业领域。
清科数据显示，最近两年新设立

农业方面的股权基金有 38只，其中

公开披露的 22只基金资金规模达到
216亿元，在 2012年 8月就有三只农
业专项基金成立，资金规模达到 80
亿元。

农业领域让不少投资机构获得

了真金白银的效益，而这些机构也进

一步加大了对农业企业的投资力度，

使得现代农业投资变得炙手可热。

很早就开始布局农业投资并且

成绩突出的达晨创投 2006年投资福
建圣农，2009年圣农就登陆中小板，
达晨获得 20多倍收益。此外，达晨投
资的煌上煌、康隆农业、星光农机等

一批企业，发展良好。

“在现代农业领域，涵盖非常广，

我们对于几个细分领域一直很看好，

第一是农机领域，中国的农业机械

化、规模化的发展大有可为，比照欧

美等成熟国家有巨大的发展空间，因

此农机类企业会重点关注，我们已经

投资的农机企业表现很好。第二是深

加工领域，最理想的是从养殖到深加

工的全产业链企业，如果不是全产业

链，更关注深加工特色优势的企业，

有品牌优势的企业。第三是，种业、农

药肥料等生物技术类企业”。 达晨

创投投资总监叶先友对《中国企业

报》记者表示。

而在两年前涉足农业领域投资

并同样获益匪浅的跨国基金巨头英

飞尼迪董事总经理胡斌对《中国企业

报》记者表示，农业这个大行业可以

细分几十个子行业，未来该公司看好

的有机食品、化肥、农药、农机等方面

的投资机会。

选择项目看重亮点

风投为何开始青睐现代农业？

清科研究中心认为，首先，在国家拉

动内需战略及国民消费支出增长带

来的消费升级驱动下，整个农业产

品市场规模将长期呈增长趋势；其

次我国现代农业已脱离襁褓期，进

入了幼稚期，为风投的进入提供了

可能。

据清科研究中心统计，截至 2012
年 9 月底，IPO 排队企业共涉及 23
个行业，各行业的企业个数占比相较

于 2012年境内 IPO企业的数据比出
现了不同程度的涨跌，尤以农林牧渔

表现最为突出，相较于 2012年该等
行业的境内 IPO 数量占比增加
175.2%。

专家指出，虽然现代农业前景

好，然而投资农业企业项目比较难，

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农业

企业经营者观念普遍比较陈旧，其

资本意识、创新意识，包括对科技的

接受程度，都或多或少会存在一些

差距；二是农业企业往往受制于过

去的野蛮生长环境，在法律上很不

规范，在主体上很不清晰。例如，有

些企业由集体企业转制而来，治理

结构很不完善。有的企业由几个农

民自发成立，做大以后，治理结构和

机制都不够健全，财务不规范问题

也特别大。“这些企业往往以现金收

支为主，由于农村金融服务不够发

达，更加助长了现金交易的风气，导

致收入不好确认，成本的核算很难

做到真实完整，这给企业的价值评

估带来很多障碍”。

业内人士表示，农业投资还面临

行业周期性很强的问题，即农产品价

格的暴涨暴跌总体来看，农业不是一

个暴利行业，除了某些有技术创新和

模式创新的领域，传统农业中整个种

养环节很难实现像科技型企业一样

的爆发式增长，必须有足够的耐心慢

慢扶持其成长。

资本热捧现代农业
本报记者 马宁

（上接第一版）

在采访中，当被问到卧铺客车产销被叫停、目前业内对卧铺

车颇有争议客车企业如何看待被叫停以及未来是否会“重生”

时，多数客车生产企业都讳莫如深，虽对叫停有看法，但均表示

执行国家政策。

此外，《中国企业报》记者在调查中还发现，随着卧铺客车被

禁止生产、销售政策的执行，在没有新卧铺客车进入市场的大背

景下，二手卧铺客车竟然也被热炒起来。

据刘经理介绍，现在一辆六七成新的二手卧铺车，在市场价

格的基础上再加二三十万元都有人疯抢。“每天都有搞长途客运

的人追着我问有没有二手卧铺车售卖的信息。”

“归根到底，是目前市场上卧铺车越来越少，而春运又是客

运公司大赚一笔的好机会。”刘经理对《中国企业报》记者说，“据

我了解，春运期间，运营一辆双层卧铺客车的纯利润高达四五十

万元。”

随后，记者通过相关信息联系到一位出售二手卧铺客车的

王姓车主。王姓车主表示，由于要改行做别的生意，她的那台六

成新的卧铺车已于去年下半年按市场价售出。当记者表示现在

二手卧铺车非常抢手，有加价二三十万的情况时，王姓车主十分

后悔，“早知这样，就等着春运期间卖了。”

《中国企业报》记者又在北京、广东等旧车交易市场了解

到，平时买卖频繁的二手卧铺车，由于没有现货，早已成了卖方

市场。

1月 18日 9点 30分，距由北京西发往广州南的 G79次列
车发车还有 30分钟，乘客王先生上了车票上写明的第 16车，
但却找不到他订的一等座，而整个 16号车厢都是商务座。

就在他感到困惑的时候，有越来越多和他一样拿着 16车一

等座车票的乘客都找不到座位，车厢里开始乱起来。随后，一位

列车保洁人员告诉大家，是列车编组的时候把原本应当是一等

座车厢的 16号车厢，误挂成了商务座车体。列车长正在紧急商

量解决方案，请大家不要慌乱。

距开车还有 10分钟，有列车员通知大家到 3号车厢，说那

里有一等座。从 16车到 3车，要跨越十几节车厢，每节车厢有几

十米长，这也就是说大家在 10分钟时间里走几百米，才能到达 3

车。乘客中有几个月大的婴儿，也有坐轮椅的老人。大家尽管抱

怨，还是尽快赶往 3车。

当乘客们到达 3车后，却被一名叫王婷的列车长挡在门口，

说是 3车已经没有位置，所有 16车的乘客要先到相邻的 4车，

坐到二等座上，等一等座有了空位再给大家解决。

开车 1个小时左右，已经有乘客要在石家庄站下车，G79次

列车还没有给出大家任何一种解决方案。后来 G79次列车通知

大家可以在到站后，拿着车票和身份证到车站退一等座和二等

座的差价。

乘客王先生拿出了他赶往深圳的车票，在 G79到站 20分

钟内，他就要赶往深圳的列车，有重要商务事宜需要马上处理。

他要求列车长不会因为办理退差影响他坐下一班车。还有乘客

表示，之所以买一等座就是为了舒适，从北京到广州要 8个小

时，坐二等座会非常累，退差方案解决不了这个问题，要么给解

决一等座，要么另外给予补偿。

晚 18点，G79到达最后一站广州南站。但没有像 G79承诺

的那样有工作人员到站给大家退差，着急赶车的王先生也只好

和大家一样，跟随工作人员到车站办理手续。

由于下车的人多，需要退差的乘客不时有走散的，10多分

钟后，大家才来到退票窗口。然而，又过了 10多分钟，还没有办

理一个退差。

离列车到站大概半个小时，车站工作人员终于开始给大家

办理退差。紧接着，排在第一位的乘客就和工作人员发生了争

吵。原来，车站在退差的同时要把车票收回。乘客质疑这样做，大

家就没有报销凭证，提出让车站给出二等座的车票，或者是把车

票复印件和旅客的签字拿到车站作为凭证，而把原票交还旅客。

车站方面表示，这两方法都不行。不用报销的旅客可以办理退

差，需要报销凭证的旅客，只能等候上级的处理意见。

在旅客的强烈要求下，一名叫肖佳嘉的客服主任终于出面。

肖佳嘉说，车站方面只能给大家一个盖车站售票章的“白

条”，他承认如果他出差后拿着这样的“白条”回单位也不能报

销，并且国家税务机关也不承认这样的报销凭证。但根据铁道部

的规定，车站只能给大家开“白条”。

旅客田先生说，从北京西到广州南的一等座是 1380元，二

等座是 862元，如果不退差，等于损失 500多元；如果退差，但单

位不给报销就等于损失 860多元，因此，只好选择不退差了。记

者注意到，相当部分乘客因为退差程序麻烦，而且将来报销困

难，没有办理退差手续就离开了。

到 19点 40分，距 G79到达广州南 1个多小时后，除部分旅

客无奈接受车站的做法离开外，还有一部分旅客依然停留在车

站等候问题的解决。

京广高铁乱象：
铁老大的傲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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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丁明豪

提前 20天售出车票，整个一节

车厢旅客上车后却发现没有座位。

春运期间，外出采访的《中国企业

报》记者见证了刚刚开通的京广高

铁出现的乱象。

二手卧铺客车遭热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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