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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有关雅芳中国裁员和再次转型的消息引起媒体聚

焦，连续遭遇业绩下滑的雅芳，依旧在转型阵痛中徘徊。在国

际化妆奢侈品牌竞争日益激烈和国内民族品牌崛起的夹击

中，雅芳这名昔日直销老将，正在被市场边缘化。

雅芳中国否认国内裁员

2012年底，雅芳全球发布公告称将启动一项成本节约计
划，其中包括全球裁员 1500人，并退出越南和韩国市场。

此消息发布后，雅芳中国也包含在裁员范围内的消息不

胫而走。据媒体报道，雅芳中国于今年 1月 1日起，已在国内
悄然启动裁员计划，每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仅保留省会城市

一家分公司，涉及裁员数量在 100—200人左右。
《中国企业报》记者就此事向雅芳中国求证时，该公司一

位不愿具名的人士告诉记者，雅芳中国并没有加入此次裁员

计划。“事实上，从 2012年上半年开始，雅芳中国就一直在公
司内部优化架构和正常的人员调整。”该人士对记者表示。

事实上，裁员的消息并非空穴来风。据媒体报道，2003年
雅芳中国曾完成 24亿元的销售额，2011年则跌落至 20亿元，
而 2012年预估不到 10亿元。

与此次裁员消息并行的是雅芳再次转型的计划日渐明

朗。据雅芳中国发给记者的一份声明中显示，雅芳未来在中国

市场的重点将放在零售业务，这也是雅芳自 1990年进入中国
后的又一次转型。

在上述声明中，雅芳中国称从 2012年下半年起，其已经
采取第五代雅芳专卖店形象升级计划等多项措施来进一步拓

展业务。同时，增设全新的零售渠道营销组和业务拓展组，分

别负责参与制定加强零售的策略和加快专卖店的地域扩张。

但就具体开店数量、人员配置等相关信息，雅芳中国对记者表

示不便透露，“我们希望在计划实施效果显现后再披露相关信

息。”

“最近几年雅芳公司高管频繁变化，使企业战略决策的稳

定性受到影响，是其业绩下滑的原因之一。”北京商业管理干

部学院院长、直销专家杨谦接受《中国企业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

雅芳中国没有放弃直销模式

“目前我们的主要业务是零售形式，但并没有在中国放弃

直销模式。”雅芳中国内部人士对记者表示。

（下转第十版）

本报记者 范思绮

否认违规
独一味未放弃收购

近日，一场看似普通的“收购案”备受舆论关注：甘肃独一

味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独一味”）拟收购四川省

红十字肿瘤医院肿瘤诊疗中心 15年 85%收益权。有关独一味
收购“涉红”资产违规的报道此起彼伏，将独一味推上舆论的

风口浪尖。

“就目前状况而言，暂不会影响收购进程。”《中国企业报》

记者拨通了独一味总经办电话了解收购相关事宜，该负责人

称此次收购并无媒体所言“违规”行为，相关事宜请关注深圳

证券交易所网站信息。随后记者又拨通了中国红十字总会电

话，询问独一味收购四川省红十字肿瘤医院相关信息，但转接

宣传部后无人接听。

股权转让资深律师陈铁军告诉记者，由于现行《公司法》

仍有待完善，所以独一味收购四川省红十字肿瘤医院的行为

暂不涉及违法问题。如果深入探究其背后本质，一旦有利益牵

扯或是隐瞒信息等问题，那么其收购行为将会损害股民及公

众利益。

根据 2010年 5月国务院公布的《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
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的内容，国家支持民间资本兴办各类

医院、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养老院、门诊部、诊所卫生所（室）等

医疗机构，参与公立医院专职改组。2012年 10月 19日，《中国
卫生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中也明确鼓励有实力的企业、慈

善机构、基金会、商业保险机构等社会力量及境外投资者举办

医疗机构 ,把部分公立医院转制为非公立医疗机构，促进公立
医院合理布局。

“政府鼓励民营资本进入医疗机构，对中国医疗改革的发

展影响深远。”中国医院协会民营医院分会副会长赵淳在接受

《中国企业报》采访时曾表示，民营资本的进入会激发医疗改

革的活力。

若不考虑四川省红十字肿瘤医院“涉红”的特殊性质，单就

药企多元发展以及公立医疗机构改革而言，药企与医院的“结

合”无疑是一条革新之路。“从投资角度考虑，独一味收购四川

省红十字肿瘤医院在较短时间内获得投资收益的可能性基本

不存在，这主要是由于医药机构经营特性所致。但长远来讲，药

企收购医疗终端是利大于弊的。依托产品，延伸下游产业链，发

挥特长。反过来，医疗终端可以拓展医药市场，节约成本。”长城

战略咨询企业咨询部马宇文经理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独一味收购风波仍未平息。2013年 1月 25日，独一味再
发澄清公告，对媒体质疑的问题一一解答。申银万国证券、国

海证券、华泰证券、海通证券等买入以及中信建投证券等增持

的讯息似有向好趋势。同时，药企收购医药终端的战略道路仍

在探索之中。

中国企业十大新闻评选揭晓，中联重科获“中国最具影响力企业”称号

本报记者 王敏

1月 20日，2012中国企业十大新
闻揭晓仪式暨第九届中国企业发展

论坛在京举行，备受关注的 2012 年
度中国企业十大新闻揭晓发布，2012
年度中国企业十大人物、最具影响力

企业、最具成长性企业同时发布。

詹纯新和任正非、姜建清、张瑞

敏、王健林、孙明波、李书福、狄可为、

史登科、朱昭明一起荣获 2012年度
中国企业十大人物（跨国企业）。这已

是他第二次站在这个领奖台上。37岁
创业，20余载奋斗，成就了走向世界
的中联重科，也书写了一段属于詹纯

新的光辉岁月。

2008年，在全球金融危机中，中
联重科迎来了一个跨国并购的黄金年

代。这一年，具有 80多年历史的当时
世界第三大混凝土机械制造商———意

大利的西法公司（CIFA）被中联重科
收购，然后成功整合，迅速走出低谷，

2012年上半年的利润是 2007年全年
利润的两倍。这一成功并购案例使中

联重科成为中国工程机械行业第一个

也是唯一一个被写入哈佛教材的企

业。此前的 2001年，中联重科已将英

国保路捷揽入怀中，实现了中国工程

机械行业史上的首次海外收购。

2011年 1月，意大利总统授予詹
纯新“莱昂纳多国际奖”，这是专门表

彰对意大利经济作出贡献的外籍人

士的奖项，詹纯新是获得该奖的唯一

一位中国企业家。

一个多月后，詹纯新登上哈佛大

学讲坛，在题为《中国企业融入国际

的新姿态》的演讲中，这位在外媒看

来极具中国式儒雅气质的企业家用

自信和智慧征服了台下的观众。他

说，“国际化不是经济殖民，不是文化

殖民，不是谁买下谁、谁征服谁，而是

要在共同的愿景下，建立共同的利益

体，实现共同的发展。”

“自主创新的全球视野，决定了

我们企业的使命不是对国际标准的

仰望，而是要把中国的标准变成世界

的标准。”詹纯新说。2013年，中联重
科从“走出去”向“走进去”转变，出口

增长为行业增幅的 2.5倍。中联重科
不仅走向世界，也将中国智造的形象

传递全球。

“裂变+聚变=全球化”这个加法
算式是詹纯新用数学语言对中联重

科战略的简明表述。詹纯新说，多年

来，最让他引为自豪的是中联重科裂

变、聚变和事业部制等几个独特成长

基因。裂变是“分”，是按产品类别组

团，通过内生式发展和国内并购，形

成多个相对独立的事业部，做精做强

各类产品；聚变是“合”，是以全球并

购为手段，使国内事业部与国外同专

业企业聚合形成跨国事业部。

依托强大的技术创新能力和创

新精神，中联重科在最近几年不断开

发出技术领先、满足市场需求的工程

机械产品。有业内人士指出，对于以

创新为核心竞争力的工程机械行业

来说，中联重科在 20年发展历程中
所探索的科技创新之路，为国内工程

机械行业提供了一条成功的发展路

径，并不断刷新中国制造的国际印

象，推动中国制造走向中国“智”造。

截至目前，中联重科共经历了如

下 9次跨地域、跨国界的并购整合。
2001年 11月，中联重科整体收购英
国保路捷公司；2002年 12月，中联重
科兼并老牌国有企业湖南机床厂；

2003年 8月，中联重科完成了浦沅的
重组；2004年 4月，中联重科收购中
标实业；2008年，中联重科又连续并
购了陕西黄河工程机械集团、意大利

CIFA 公司、湖南车桥厂、华泰重工公
司、信诚液压公司等 5家企业。

中联重科所倡导的跨国并购五

项基本原则———包容、共享、责任、规

则、共舞，如今，已经贯穿于中联重科

全球化竞争的每一个细节。从 2008
年收购世界混凝土机械顶级品牌意

大利 CIFA 公司，到 2011年买断国际
社会公认的塔机高端专家德国 JOST
平头塔系列产品全套技术，获得进入

欧美高端市场的准入证，再到 2012
年在印度直接投资建厂，中联重科凭

借强大的吸收转化创新能力，有效推

进与被并购企业在制造体系、渠道、

品牌以及文化等方面的递进融合。

通过上述并购，中联重科摸索出

了以文化和价值观的认同为基础，以

无形资产激活有形资产，运用强大的

吸收转化创新能力，构建起了全球化

制造、销售、服务网络。在詹纯新看来，

国际化是建设世界级工程机械企业的

必经之路，而并购无疑是一条捷径。

2012年第三季度，在行业面临严
峻形势的情况下，中联重科实现逆势

增长，营业收入和利润收入同比增长

双双超过 15%，成为同行业中唯一一
家收入利润双增长的企业。

詹纯新获 2012年度中国企业十大人物

再转型日渐明朗
雅芳中国被指拟裁员
本报记者 赵雪

华丽家族：猎食者盛宴
在公司主业乏力、第二主业不明的背景下，华丽家族（600503）实际控制人王伟林、刘雅娟夫妇

在 3年锁定期过后，通过其控制的上海南江集团和皙哲投资累计抛售公司股票套现金额高达 33.21

亿元。从公司控股股东到高管 9次大规模减持共计套现达 34.68亿元，上演了一场“猎食者盛宴”。

本报记者 许意强

“2012年，以房地产开发为主业
的华丽家族（600503）未能获得房地
产开发企业一级资质证书，致使企业

不再具备在全国范围内不受项目规

模限制进行房地产项目开发的资格。

早在 2009 年，公司就知道主业难以
为继，开始涉及非房地产行业的投

资，谋求培育第二主业推动公司稳定

发展，期间更是经历了矿产、能源、石

墨烯等项目注入的题材炒作，很明显

这就是大股东提前做局，涉嫌内幕交

易”。

近日，多位投资者就向《中国企

业报》记者解读并指出，“大股东作为

最了解公司内幕、业绩和走势的人，

已经用实际行动向市场投资者发出

信号，以前注入矿产、石墨烯的传言

都是炒作股价的谎言”。

王伟林上演疯狂减持

自 2008年 7月，王伟林借壳 ST
新智实现华丽家族的上市之后，其与

刘雅娟间接持有的华丽家族股票锁

定期在 2011年 7月解禁之后，便拉
开了一场长达 1 年多控股股东和公
司高管的抛售套现潮。

2013年 1月 10 日、1 月 16日、1
月 20日，公司实际控制人王伟林、刘
雅娟夫妇相断减持约 5695 万股、
5693万股、5650万股，减持百分比达
14.96%，三个交易日套现约 8亿元资
金。

在过去一年多，王伟林累计 8次
大规模减持上市股票套现金额高达

33.21亿元。同时，曾志锋、狄自中、陈
志坚等公司董事副总裁高管，在 2012
年累计减持公司股票约 4856 万股，
最终实际控制人与高管的累计减持

套现金额高达 34.68亿元。
以目前华丽家族 56.16亿元的总

市值计算，股东减持套现金额约占公

司总市值的 61.75%。在产经评论员彭
雄江看来，“这就是大股东利用自身

的知情人身份和便利，公开与市场投

资者赤裸裸争夺利益的可耻行为，最

终伤害的是投资者对于资本市场的

信心”。

对于公司实际控股人及高管的

减持原因，《中国企业报》记者多次联

系华丽家族证券部门，得到的答复

是，“公司董秘和证代正在开会，不清

楚大股东的想法”。而在公司 2012年
半年报中，对于公司高管股票减持原

因的描述则为“减持资金用于提供公

司贷款”。

大股东的资本游戏

与大股东疯狂减持相对应的，则

是华丽家族主营业务的持续走低以

及投资者对于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

迷茫。

日前，公司发布的 2012年业绩
预告显示，“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减少 90% 到

100%”。
自 2008年借壳上市以来，华丽

家族主营房地产业务一直受到国家

楼市调控政策影响，表现低迷。2011
年公司投资 5000万元，与公司大股
东上海南江集团共同收购的上海海

泰药业，至今也未能产生任何收益回

报。

天相投资分析师张会芹指出，

“截至 2012年三季度，华丽家族短期
借款和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就

高达 13.19亿元，短期面临巨大资金
压力。且公司 2012年业绩释放缓慢，
业绩表现偏弱”。

目前，华丽家族运作的房地产项

目主要有汇景天地、太上湖、复兴天

地中心、檀宫、古北花园、浦东花园 6
个，其中继续产生收益的项目较少，

业绩增长后劲乏力。

不过，这并未影响到公司大股东

南江集团的资本运作步伐。公开资料

显示，目前，王伟林控制的南江集团

已经成为一家投资控股平台，旗下包

括房地产、矿业、能源、生物医药、新

材料和创业投资等五大领域。

有来自苏州的投资者据此认为，

“大股东在其它项目上缺钱，才会导

致大幅度减持股票，拿钱救急，对于

才借壳上市不足 5年的王伟林来说，
应该不会轻易弃壳走人”。

“一段时间，市场一直传言大股

东南江集团的矿产、能源，甚至是石

墨烯置换上市公司的房地产业务，使

公司股价出现过阶段性上涨，最终因

为主营业务乏力、传闻炒作不靠谱，

还是导致公司股价持续走低。”来自

国金证券的一位分析师认为，这一轮

大股东减持套现给人感觉是其它投

资项目缺钱，但如此大幅度减持绝不

是短期套现融资这么简单，不排除是

卖壳让位。

对于来自市场的传言，《中国企

业报》记者致电上海南江集团，欲联

系公司办公室或媒介沟通部门，了解

大股东大幅度减持原因，一位工作人

员听完问题后直接挂断电话。随后，

《中国企业报》记者多次拨打王伟林

办公室电话，亦被告知“人不在办公

室，手机不能提供”。

股东减持监管还在路上

截止到本报发稿前，上海南江集

团、华丽家族及王伟林，均未就大幅

度减持上市公司股票的原因进行说

明。不过，这却引发证券市场对于大

股东利用内幕消息违规减持行为监

管的热议。 （下转第十版）

短短一年多来，伴随华丽家族大股东的持续减持，公司股价也上演了一轮过山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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