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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想集团日前公布第一财季业
绩，季度营收 853亿元，连续 8个季度
实现同比增长；税前利润 16.4 亿元，
同比增长超113%；净利润11亿元，同
比增长超111%。

新财季营收大幅增长，原因何
在？联想集团董事长兼 CEO 杨元庆
认为，主要原因在于智能化转型战略。

联想的智能化转型战略主要包括
三方面内容。其一，PC根基扎实。新
财季，联想 PC 全球第一地位愈发稳
固，个人电脑销量同比增长 17.9%。
同 时 ，市 场 份 额 再 创 新 高 ，达 到
24.9%，即全球每销售4台个人电脑中
就有一台出自联想；其二，移动业务盈
利能力较强，税前利润连续4个季度年
比年提升近7亿元；其三，积极在国际
国内两大市场上寻求盈利性增长。

在今年 4 月份举行的集团誓师
大会上，联想确立了 4 个“小目标”，
分别为物联网顺利增长、智能基础架
构两倍增长、智能行业解决方案两倍
增长、服务和软件业务两倍于联想总
体增速。

杨元庆透露，目前这 4 个“小目
标”已经实现了3个，分别为智能物联
网销售收入、智能行业解决方案销售
收入、服务和软件业务增速。

联想能够在新财季实现利润翻
番，靠的是什么？

杨元庆认为，短期原因是联想非
常重视高端及高增长领域。比如，工
作站、游戏、轻薄本等。长期原因则在
于联想运营效率大幅提升。“这与我们
大力推进智能制造、加快智能化转型
是分不开的。联想所定义的智能制造不仅包括制造环节，还包
括研发、生产、供应、销售及服务，是全方位的智能化。这大大提
高了联想决策的智能化水平与效率。”

能够实现营业额与利润双增长，作为联想集团智能化变革
“先锋军”的联想中国区自然功不可没。数据显示，联想中国区
在PC市场优势明显，市场份额从去年同期的38.1%上升至今年
的38.4%。同时，联想智慧服务作为业务增长新引擎，收入同比
增长41.8%，创历史新高。

早在两年前，联想中国区就确立了智能化转型方向，具体来
说包括“一个愿景、两个转型”。在回答经济日报记者提问时，联
想集团执行副总裁兼中国区总裁刘军表示，“一个愿景”是“联
想 智慧中国”，希望联想能够成为中国智能化变革的推动者和
赋能者。“两个转型”是指向“以客户为中心”转型，即通过不断缩
短与客户的“距离”、改善服务，继续强化联想在PC市场的领先
地位；向“智能化”转型，即充分利用已经建立起的服务关联，为
客户提供更多智能物联产品、智慧行业解决方案及智慧服务，从
而“解锁”更多新业务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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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 28日，地图巨头高德集团联合中国交通运输协会共享
出行分会共同举办“2019共享出行创新发展论坛”。活动现场，
高德地图发布传统出行数字化升级方案，从连接、技术、生态三
个维度为传统出行企业提供支持。

具体来说，在连接方面，高德地图将继续依托自身海量出行
用户帮助传统出行企业实现用户规模化触达；在技术方面，为网
约车企业提供一站式出行解决方案，包括让获客更精准、行前调
度更智能、行中更有效率等；在生态方面，联合阿里巴巴生态体
系其他成员，在数据、风控、支付等方面为传统出行企业提供全
方位的生态扩展能力。目前，该方案首批已接入享道出行、T3
出行、峡客行、及时用车等近40家出行企业。

从 2009 年至今，共享出行已经蓬勃发展 10 年。有数据显
示，2018年国内移动出行用户已达4.99亿，与2014年相比增长
近1.5倍。不过，在市场快速发展的同时，用户需求并未得到充
分满足，高峰时段打车难等问题依旧困扰出行者。

“传统出行企业是共享出行行业破局的关键。”在阿里巴巴
集团合伙人、高德集团董事长俞永福看来，传统出行企业进入共
享出行市场优势明显。“这些企业有大量专业司机、丰富的线下
营运经验、规模化的合规车辆，这些都是其他企业无法比拟的。
同时，因为运营模式问题，很多企业也面临用户触达难、线上运
营弱、品牌认知度低等难题。”

“高德地图将努力帮助出行实现线上线下深度融合，共同打
造新出行生态。”俞永福表示。

论坛当日，阿里巴巴合伙人、高德集团总裁刘振飞还宣布，
高德地图将联合中国交通运输协会共享出行分会成立共享出行
大学，为共享出行行业培养更多人才。“高德不仅要为传统出行
企业提供一体化解决方案，‘授之以鱼’，更要为其培养更多专业
人才，‘授之以渔’。”刘振飞说。

高德地图发布出行数字化升级方案——

从“传统”中寻找突破口
本报记者 梁剑箫

8 月 26 日晚间，富贵鸟股份有限
公司发布公告称，重整遭法院驳回，宣
告破产。此前，富贵鸟曾两次提交重
整计划草案，但均告折戟。

公开资料显示，成立于1995年的
富贵鸟曾为国内第三大品牌商务休闲
鞋产品制造商、第六大品牌鞋产品制
造商。1998 年至 2012 年，富贵鸟皮
鞋产品多次获得“中国真皮鞋王”“中
国驰名商标”等荣誉。

2013年，富贵鸟赴港上市。财务
数据显示，2011年至 2014 年，富贵鸟
营收分别达 20.37 亿元、23.83 亿元、
29.19亿元、29.44亿元，净利润也呈逐
年增长态势。但是，从2014年至2016
年，公司净利润分别为 4.5 亿元、3.92
亿元、1.63亿元；2017年转亏，净损失
为 1088.7 万元，从增长放缓一路跌入
亏损境地。同时，在上市至今的6年时
间里，富贵鸟约有一半时间都在停
牌。最新公告显示，富贵鸟目前债务
总额30.82亿元，债权人多达349家。

富贵鸟股份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
理吴海民曾经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道出
了企业衰败的原因。2014年，公司销
售情况已经从大幅增长转入微增，可
惜管理层并没有认真应对市场变化，
反而放缓了研发进度。

实际上，当时富贵鸟正面临三大
困境。其一，鞋服行业整体处于低谷
期，行业企业利润大多呈下滑趋势；其
二，随着电商崛起，传统营销模式受到
较大冲击；其三，大量国际品牌相继涌
入国内市场，国内也有很多新品牌获
得了稳定的消费群，富贵鸟利润被再
次摊薄。

应该说，如果此时富贵鸟能意识
到问题所在并有所动作，比如加强设
计研发、推出更多款式、改变品牌形象
老化现状、积极“触网”迎合新营销方
式等，未必没有翻盘的可能。

可惜，没有如果。至 2016 年，富
贵鸟不仅股市停牌，零售门店数量也
大幅削减了976家。

真正“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是富贵鸟盲目涉足金融行业。

公开资料显示，2015 年至 2017
年，富贵鸟旗下接连诞生了10家投资
类企业，其中包括矿业公司、小额贷款
公司等。

2015年5月份和10月份，富贵鸟
分别投资共赢社和叮咚钱包，但因投
资数额巨大加之经营不善，资金链很
快断裂。为解燃眉之急，富贵鸟决定
对外发债。2015 年至 2016 年，富贵
鸟先后发行了 3 只债券，金额总计约
25亿元。截至目前，已有两只债券实
质违约，涉及本金高达 21 亿元。同
时，富贵鸟还欠银行5亿元贷款，其他
经营性负债约 3 亿元。至此，富贵鸟
债务总额已累计超过30亿元。

2017 年 6 月份，富贵鸟联合创始
人林国强意外去世。当年底，林国强
的子女为“躲避”高额负债，当庭宣布
放弃继承父亲所有财产。此事在当时
极为轰动。

随着2018年以来P2P频繁爆雷，
富贵鸟也深陷其中。有媒体爆料，富
贵鸟陷入金融借款合同纠纷19起；存
在大额违规对外担保及资金拆借事
项；公司至少存在 49.09 亿元资产金
额可能无法收回。

诚如吴海民所言：“公司方向一旦
错了，就会越走越偏。”

两年多后的今天，富贵鸟最终“折
翼”，为所有企业敲响了警钟。其一，
做企业最重要的是聚焦主业，不断强
化核心竞争力；其二，要时刻保持创新
活力与激情，与时代同步，尤其是要努
力跟进消费者不断变化的需求；其三，
多元化布局不是不可以，但要妥善处
理多元与主业的关系，把握好度，“赚
快钱”的思维要不得；其四，要时刻保
持危机感，居安思危，尤其是在内外部
环境极为复杂、变革又如此之快的当
下，成败或许就在转瞬之间。

（综合新华社、央视网、新浪网

报道）

富贵鸟宣告破产——

“ 鞋 王 ”之 殇
肖 瀚

杉杉曾是人们耳熟能详的服装品
牌，于 1989 年在浙江宁波创建，1999
年开始向新能源行业转型，从知名西
装品牌逐步发展成为全球领先的锂电
池材料供应商。

杉杉品牌创始人、杉杉控股有限
公司董事局主席郑永刚表示，30 年
来杉杉从一件西服开始，强品牌、干实
业，成为具有鲜明特色的中国 500 强
企业。尤其是转型新能源产业的 20
年间，杉杉一直坚持自主创新、不断开
拓进取。

“今天的杉杉将再次出发，全力聚
焦新能源战略，夯实核心竞争力，向全
球锂电新能源领导者迈进。”郑永刚说。

另起炉灶 布局新能源产业

8 月上旬，杉杉科技有限公司 10
万吨一体化基地在内蒙古包头举行投
产仪式。包头一体化生产基地的投
产，标志着杉杉将拥有全球规模领先
的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产业基地，杉
杉科技也由此实现了从原材料到成品
的一体化战略布局。

负极材料是杉杉从服装向新能
源转型的起点。1999年，杉杉与当时
的鞍山热能院碳素研究所签署合作
协议，共同推动国家“863”课题“中间
相炭微球”项目产业化，并为此专门
成立了杉杉科技有限公司。这是中国
第一家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生产企
业，其成果打破了国外的技术封锁和
市场垄断，实现了锂离子电池负极材
料国产化。

从服装到锂电池材料，杉杉转型
跨度之大令人难以想象。尤其是当时
服装行业还处于上升期，可郑永刚已
经看到了危机。一方面，随着中国开
放步伐不断加快，外资品牌会加快进
入中国市场；另一方面，中国企业品牌
力尚显不足，仍需要培育、成长。基于
此，他决定转型，寻找服装之外的新起
点。“中间相炭微球”项目便在这个时
候进入了他的视野。

2001年正值消费电子行业爆发，
2G 开始在国内迅速普及。手机市场
的活跃推动国内锂电池行业进入快速
成长阶段，我国第一批锂电池企业比
亚迪、比克、力神等开始出现。那段时
间，锂电池行业增速高达30%，作为上
游的电池材料价格自然也水涨船高。

看到这一切，郑永刚当即决定大
批量投产。于是，杉杉在上海浦东开
始建设生产线，专攻锂电池负极材
料 。 之 后 ，他 们 从 负 极 材 料 起 步 ，
2004年开始布局正极材料，生产钴酸
锂；2006年开始布局电解液。资料显
示，锂电池材料有 5 个组成部分，正
极、负极、隔膜、电解液、包装，杉杉占
据了3个。

重金投入 成为行业领军者

杉杉科技板块刚刚诞生的那几年
一直处于亏损状态，直到2007年苹果
公司第一款智能手机诞生，锂电池产

业迅速崛起，杉杉才迎来了快速发展
时机，并开始盈利。在这段日子里，杉
杉曾有多次降低技术标准赚钱的机
会，但都没有动摇，一直坚守走高端产
品生产路线的初心。

熟悉锂电池产业的人都知道，近
年来特斯拉等外资电动汽车、三星等
外资电池厂商已大举进入该领域，宝
马、丰田等传统车企也纷纷加大技术
研发力度。对此，郑永刚并不担心。

“全球新能源汽车产业正在快速成长，
产业风暴已经来临。无论外在环境如
何，我们都对自身相关技术储备及产
品能力充满信心，未来 3 年杉杉将在
动力汽车领域实现爆发式增长。”郑永
刚说。

众所周知，“技术+规模”才有性
价比，电池材料也是如此。“效益与规
模要平衡发展。企业不能单纯追求高
效益。我们既要有先进技术，也要有
良好的性价比，二者结合才能成为市
场主导力量，进而推动行业健康快速
发展。”郑永刚说，杉杉为此斥巨资建
立了两个10万吨材料生产基地。

其一为包头一体化基地。该基地
于 2018年 4月份开工，项目计划投资
38 亿元，占地面积 980 亩，总建筑面
积 33 万平方米。项目全部建成投产
后，可实现年产 6 万吨石墨负极材料
和 4 万吨碳包覆石墨负极材料生产
能力，石墨化加工能力可达 5 万吨/
年，预计年产值 50 亿元。杉杉科技
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凤凤在投产仪式
上表示，包头基地建成投产将有效填

补市场负极产能缺口，推动公司成本
控制能力、产能交付能力、产品品质能
力全面提升。

其二为正在同步建设的湖南长沙
的新工厂。2003年，杉杉与中南大学
共同创立杉杉能源，主要研发锂电池
正极材料。2018年，杉杉能源实现主
营 业 务 收 入 46.6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9.49%。为进一步提升公司在正极材
料领域的竞争优势，杉杉能源启动了
多个正极材料产能扩充项目。目前，
年产能达5000吨的“高镍03车间”项
目已经启动，预计今年年内投产；正在
建设中的新工厂项目全部建成后预计
年产值 200亿元，每年将为 80万辆新
能源汽车提供动能。

聚焦主业 发力下一个十年

对于今天的杉杉来说，聚焦、专
业化是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两大
关键词。从2017年开始，杉杉逐步剥
离非核心业务，通过做减法提升核心
竞争力。

在不久前举行的“杉杉2019上半
年经济工作会议”上，郑永刚重申了

“聚焦核心主业”的重要性。他说：“民
营企业要抛弃贪多求大的传统模式，
集中培育核心竞争力。我们一方面要
制定正确的产品策略、市场策略、价格
策略，以提升性价比与规模优势为重
点，将高品质、低成本作为核心竞争
力，快速抢占市场制高点；另一方面要

尽快推进产业联盟，实现强强联合。
2019年，杉杉要继续深耕新能源汽车
市场，加强与世界领先企业合作，引进
外部资本，嫁接优质资源，形成战略联
盟，加快产业布局。”

6月 26日，2019年新能源汽车补
贴政策正式实施，国家补贴退坡超过
50%，地方补贴取消。市场普遍认为，
今年下半年动力市场成本竞争将更加
残酷，新能源行业或迎来“战略洗牌”。

对于杉杉来说，新能源补贴逐渐
减少甚至取消恰恰意味着新的发展机
会。杉杉能源有关负责人坦言，“原来
很多企业的出发点并不是产品，而是
怎样尽可能多地满足补贴条件。补贴
政策调整就是要把一些没有持续投
入、没有研发、没有从消费者角度思考
问题的企业淘汰出局，使电动汽车真
正回归品质轨道上来。这对于整个行
业健康持续发展都是有好处的”。

面向未来，除锂电材料外，杉杉还
在加大锂电储能产业投入。新能源汽
车所用动力电池报废后可在储能业务
中实现梯次利用，从储能业务“退役”
的大量电池又可以通过回收电池原材
料回到上游的电池材料工厂中。储能
产业提供了一个可以媲美动力电池的
锂电产业应用，也为锂电材料产业打
开了广阔市场空间。

“未来，杉杉将继续做减法，将锂
电池新能源作为核心主导产业，做精
做强锂离子电池材料业务，努力成为
真正的全球锂电新能源领导者。”郑
永刚说。

努力成为全球锂电新能源领导者——

杉杉：高视野谋转型，做减法强主业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周明阳

图为宇隆新能源集团公司工人正在装配锂电池产品。据了

解，该公司位于湖北省宜昌市夷陵经济开发区东城工业园。多

年来，该公司始终致力于发展以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为主要内容的“四新经济”，产品畅销多个国家和地区。今年，公

司产能预计将达到8000万台。 张国荣摄（中经视觉）

本版编辑 秦文竹

左图 杉

杉位于宁波的

负极材料工厂

车间内景。

下图 在

杉杉负极工厂

车间内，工人

正在加工锂电

池原材料。

本报记者

周明阳摄

上图 杉杉的科研成果展示墙。
本报记者 周明阳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