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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李宁、安踏等六大知名

运动品牌全部开始吐血甩卖，在尽

量去库存的同时，关店也是无奈之

举。数据显示，六大运动品牌今年上

半年累计关店 2249 家，日均关店 12
家，存货仅降 8%。据公开资料显示，
今年上半年，仅李宁一家，净关闭门

店数就为 410 家。

高库存致业绩下滑

“新款七五折”、“满 100 减 30”，
这是《中国企业报》记者查访李宁专

卖店时获得的最新折扣信息。记者

在多家李宁专卖店看到，为了消化

库存，李宁频频推出特卖商品，甚至

新品一上市就大打折扣，即使这样，

李宁的门市店里仍然门可罗雀。

面对业绩的持续不佳，李宁公

司将原因归咎于宏观经济环境变化

太快。李宁公司认为，业绩下滑的部

分原因在于减少批发销售、应收账

款及库存的拨备、推行变革计划及

渠道复兴计划的相关成本以及其他

重组性成本。

中投顾问轻工业研究员熊晓坤

认为，除开与宏观经济环境低迷有

关，李宁公司品牌价值也随着吐血

甩卖大幅下跌。李宁公司在顶峰时

期欲走国际品牌路线，但遭遇外部

经济环境不乐观，退回原地踏步发

展，由于库存压力不得不以低价清

仓，被打回中低端，而中低端竞争更

加激烈，所以造成业绩继续下滑。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李宁营

业收入实现 29.06 亿元，同比下降
24.6%；存货降至 8.41 亿元，同比下
降近 26%，但依旧维持高位。

为了清理库存，李宁除了通过

打折、推出特卖商品、特价场等多重

渠道外，还与电商网站合作，进行尾

货甩卖。9 月 13 日晚，《中国企业
报》记者在淘宝网检索“李宁”，下拉

栏目中显示“李宁官方网旗舰店”

约有 1148988 件宝贝，男鞋、女鞋、
男装、女装等应有尽有，很多商品的

低折扣直让网友咋舌。此外，李宁还

在凡客、京东、天猫等授权了多个网

络商家，都有很大的折扣。

中投顾问轻工业研究员朱庆骅

称，国内运动服装市场仍处于供过

于求的状况。虽然借助电子商务和

线下大力度的打折促销服装销量有

所提升，但这也伴随着售价的下滑。

整体来看，运动服装品牌去库存化

的压力仍然较大。

“高富帅”李宁
摇身变为“穷屌丝”

9 月 11 日，记者在中关村广场
的李宁店内站了将近一个小时。期

间，只有寥寥十来个人光顾，并无一

人进行消费。隔壁的一家店员说道，

“这样的情况很常见”。当问及为什

么不买李宁的原因时，在中关村逛

街的小张对记者说：“现在很少有人

穿运动装了，穿出来别人会觉得很

土，还是更喜欢时尚一些、休闲一些

的服装。如果非要买运动装，可能会

选耐克、阿迪达斯之类的品牌。”

不久前，《中国企业报》记者登

录凡客诚品网站时看到，李宁在凡

客网站启动“全场 19 元起”的特卖
活动，旗下的男女款式运动鞋、T
恤、棒球帽等多类产品，纷纷卖出

“白菜价”。其中，售价最低的是一款

棒球帽，标价 59 元，售价仅为 19
元。但是面对李宁的吐血甩卖，很多

顾客却似乎并不买账。很多网友感

叹道：“这样的甩卖，实在有损品牌

形象，没想到李宁会走到这个地

步。”

近日，记者在点击天猫商城李

宁官方网店后，主页上显示的“秋季

运动惠———全场满 300 立减 50，满

200立减 20”的大字样异常醒目。
京东商城公关部总监闫跃龙就

在微博上这样评价：李宁通过凡客

清理库存，短时间是爽了，可长远来

看，伤害了品牌，谁会去高价再买李

宁当季商品？你穿着李宁上街，大家

肯定会说，看是 10块买的吧。
熊晓坤认为，消费者对李宁并

不买账，在于李宁从高富帅变为穷

屌丝，进而也会影响选择该品牌的

个人形象。

李宁转型谋变度“寒冬”

虽然李宁仍处“寒冬”，但是值

得注意的是，近来，业绩早已跌至谷

底的李宁有反弹迹象。上半年，李宁

其整体毛利率由去年同期的 43.2%
升至期内 的 43.6% ，同比增长
0.4%，并有超过 90%的经销商参与
渠道复兴计划，平均周转期大幅下

降。

业内人士分析称，“国内各大运

动品牌今年上半年关店逾 2000 多
家，在吞下盲目扩张导致被动关店

的恶果后，本土体育品牌已经开始

有意识地主动调整，并取得了一定

成效。”

在今年 5 月 31 日的李宁公司
股东周年大会上，公司董事长李宁

就坦言，今年上半年公司仍然面对

压力和挑战，但总体按变革计划推

进，进度与计划吻合，原先预期的

2—3年转型时间可能会缩短。
经过一系列的调整，李宁的“寒

冬”似乎已有好转迹象。“由于去库

存已经去的差不多了，与去年相比，

今年的业绩已经明显好转。”西单商

场的李宁专卖店导购告诉《中国企

业报》记者，“去年的平均月收入只

有十几万，而今年的月均收入已经

达到三十万左右，现在我们店里的

货品基本都是新款。”

业内分析师表示，今年上半年，

公司关闭了一定数量的低效门店，

但是同时也新开了高效店铺。关闭

门店及合理化销售网络的举措，使

得销售网络发生了较大变化。

这些措施或许是挽救李宁颓势

的重要法宝，但是面对优衣库等来

势汹汹的外国品牌，中国动向创始

人陈义红———这个曾在李宁扎根 14
年的原高管也分享了他对行业危机

的宏观思考。

陈义红认为，大多数中国公司

是大批发模式，品牌商不控制零售

渠道，销售多依靠代理商，对市场变

化的反应很慢，积压了大量库存。

对此，陈义红建议，这些品牌应

该学习的范例是日本的优衣库模

式，即“品牌商+零售商”模式，品牌
商自己垂直整合产品链条的各环

节，以自身为终端，在零售端完成销

售后才计算业绩。

李宁过度甩货放大品牌低端化风险
实习记者 赵玲玲

为了对教师表达一份爱心，9月 7 日广州王老吉药业有
限公司举办的“王老吉润喉糖·百万教师润心工程暨寻找最佳

尊师礼启动仪式”在广州拉开帷幕。当天活动上，广州王老吉

药业有限公司已向部分学校老师赠送了首批“亿颗糖”与“润

心罐”。据悉“润心罐”是王老吉药业特意为教师讲坛添置的

“法宝”，放在每个教室的讲台上，让教师在辛苦上课之余，可

以随时吃上一颗润喉糖，保护自己的嗓子。 （黄春兰）

近日，物联网与家电应用技术论坛在北京举行，康泉热水

器公司在会上发布了中国首款物联网云热水器。据悉，中国首

款物联网云热水器由康泉公司于 2013年 3月 19日在中国家
电博览会上率先试发布，经过半年的云端公测，于 2013 年 9
月 3日在北京梅地亚中心召开的物联网与家电应用技术论坛
上正式发布，“物联网热水器”是世界热水器史上一款里程碑

式的革命性产品，实现了热水器设备与人类之间随时随地自

由沟通。该款热水器利用射频自动识别技术，搭建了由用户、

智能手机、无线路由、热水器设备、云服务器组成的物联网平

台，使得用户可以随时随地通过智能手机了解热水器的状态

并对其进行操作。 （曾德）

9月 11日，记者在广东云浮市政府新闻发布会上获悉，《云
浮新区发展总体规划（2013-2030年）》8月 8日已获广东省政府
常务会议审议通过，并于 9月 6日省发改委印发该规划。云浮市
委书记黄强在发布会上表示，云浮致力把新区建成广东省最美

丽的山水城、最宜居的生态城、最多森林公园的城市。据了解，云

浮新区规划面积约 535.5平方公里，2030年人口规模达到 65万
人左右，地区生产总值达到 853亿元，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达到
13.1万元，建设用地规模达到 70平方公里左右。 （黄春兰）

9月 12日下午，广东省慈光慈善基金会成立仪
式在广州香格里拉大酒店举行。广东省慈光慈善基

金会于 2013年 8月，经广东省民政厅批准成立，是
中国第一家以“保护文化遗产，建造心灵家园”为使

命的慈善机构。据悉，“慈光百千万慈善公益”项目

是慈光慈善基金会近五年公益项目的重头戏。“百”

是计划用 5 年时间建设一百间老年人心灵家园。
“千”是 5年内拟向广东省贫困农村学校捐赠一千
所爱心图书馆；“万”是 5年内拟为广东省一万名贫
困白内障老年患者免费提供复明手术。

近日，广州白云山制药总厂携手广东省科协举办全国科普

日，这是该企业自 2010年以来连续第四年联手举办科普日活
动。据悉，白云山制药总厂作为节能环保、绿色低碳的倡导者和

践行者，自 2010年以来就与广东省科协联合开展以“绿色、环
保、垃圾分类、生态保护”等为主题的科普活动。 （黄春兰）

9月 12 日，记者从顺德荣华公司获悉，北京市第一中级
人民法院已于 8月 19日判决香港荣华公司、东莞荣华公司停
止生产销售侵犯苏国荣“荣华”、“荣华月饼”注册商标专用权

的月饼等产品，并赔偿苏国荣、顺德荣华公司经济损失 1740
万。顺德荣华代理律师韩晔告诉记者，15年间围绕粤港荣华之
间的诉讼多达 58起。目前，最高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审判庭已对
香港荣华将“荣华月饼”作为知名商品特有名称的申请驳回，与

此同时，香港荣华就苏国荣申请的“蝶恋花”图案注册提出异议

也在今年 7月 26日被北京市高院终审驳回。 （黄春兰）

日前，乐视正式发布新版智能电视操作系统 LetvUI 2.3—
Schnauzer，升级并新增了乐视轮播频道、明星 TV、适用于大屏
的乐拍、电视 QQ、掌上管家、乐视电视助手、云相册、新的天气
应用等数十项人性化功能；界面更加简化，使用更加方便，全

面提升了用户体验。据悉，LetvUI是由乐视自主研发、专为智
能电视打造的操作系统，同时也是国内第一智能电视操作系

统。奥维咨询和中怡康相关数据显示，7月份，在总计 16个彩
电主流品牌中，超级电视 X60 销量 15075台，在 60英寸电视
市场销量第一，份额占 35.23%，成为月度销量冠军。

王老吉教师节献爱心捐赠润喉糖

康泉发布中国首款物联网云热水器

云浮新区打造山水城市发展生态产业

广东省慈光慈善基金会在广州成立

广药白云山制药总厂举办全国科普日

荣华商标案香港荣华判赔 1740万

乐视发布新版智能电视操作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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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店速度快 网店折扣低

9月 6日，东风 Honda新概念轿车 JADE（杰德）
在上海南滨江公园正式上市。以全球 80后年轻群
体的需求为出发点的 JADE，是 Honda在中国首发
的全球战略车型。JADE排量为 1.8L，共推出 4个版
本：5 座 EXi舒适版、4+琢EXi 舒适版、5 座 VTi 豪华
版、4+琢 VTi豪华版，售价分别是 14.98万元、16.28
万元、17.38万元、18.38万元，新车在全国 356家东
风 Honda特约店同步销售。自 2013年 9月 6日起，
凡购买东风 Honda 旗下任意车型，均可享受东风
Honda3年或 10万公里的包修期。

9月 6日，由百世金谷实业有限公司主办的“共
筑未来新城———百世金谷产业投资主题沙龙暨入

园企业签约仪式”在百世金谷·燕郊国际产业基地

会所举行。百世金谷·燕郊国际产业基地目前已入

住近百家企业，这些企业如全部投产后，园区年产

值将达到 56.61亿元，年纳税额将达到 4.7亿元以
上，带动就业近万人。园区也为企业主动联系对接

银行，搭建起银行与企业之间的桥梁，并且向企业

提供担保，这种模式有效解决了中小企业融资难的

问题。

JADE（杰德）上市售价 14.98万起 百世金谷产业举行投资主题沙龙

自主领先品牌华泰汽车旗下的宝利格自动挡，以其先进

的欧意德自动变速器技术、强劲的“双 T动力”、亲民的价格以
及实惠的养车成本，带给消费者全方位的超值体验。自铺货以

来，市场反响强烈，销路前景被业内看好。宝利格自动挡搭载

的欧意德自动变速器，核心技术源自国际顶尖的变速器制造

商德国 ZF公司，华泰汽车经过引进、吸收与再创新，开发出了
国内首款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自动变速器。

宝利格自动挡引领城市 SUV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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