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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8日，深交所公告称，暴风集团在股票被暂停上
市后的一个月内未能披露2019年年度报告，根据相关规
定，决定暴风集团股票终止上市。

2015年暴风集团刚上市时，股价曾创下连续34个涨
停板的好成绩，市值高达400亿元，成为一时风头无二的

“创业板之王”。仅仅5年时间，暴风便盛极而衰，高管跳
槽、创始人被捕、员工离职，甚至连编制年报的人都凑不出
来，400亿元市值灰飞烟灭。到底是谁绊倒了暴风集团？

暴风曾有过辉煌的过去。2009年，暴风集团旗下播
放器暴风影音市场占有率达到73%。当年，全国网民数
量仅为3.8亿，其中暴风影音的用户就有2.8亿，日活跃用
户数2500万。在当时的“80后”“90后”中，暴风影音几乎
成了“视频网站”的代名词，上网看剧尽在其中。随着用
户增加，暴风广告收入也不断上升，至2014年，广告收入
占其整体营收的95%以上。

然而，由于播放器本身技术开发门槛不高，且随着优
酷、土豆等视频巨头纷纷加入视频播放领域，暴风影音的
集成模式也逐渐被爱奇艺、腾讯视频、优酷等砸巨资、屯
版权、做自制视频的模式取代。市场竞争愈发激烈，暴风
集团分到的蛋糕也越来越少。

市场变了，企业必须转型，但暴风在多元化转型过程
中犯下的“摊大饼”错误，却让其迅速走向了衰败。

过去几年间，暴风集团先后涉足了互联网电视（暴风
TV）、VR（暴风魔镜）、体育（暴风体育）等多个领域。为
快速抢占市场，暴风TV采取了与乐视类似的“低价换市
场”策略，电视卖一台亏一台，导致公司严重失血；暴风魔
镜VR业务虽然有较高的技术门槛，无奈市场并不成熟，
光有投入而不见产出；体育直播固然是一个风口，但同样
面临着重版权投入、轻资产运行的风险；为开拓自身利润
来源，暴风集团还曾计划定增并购游戏公司、影视公司
等，然而受制于当时环境，这些计划均未能实现。自身不断失血，又无法通过增
发引入新的投资，企业经营也就越来越难。

在生死攸关的时刻，失败的国际化并购又给了暴风集团致命一击。2016年，
暴风集团与光大资本联合发起的上海浸鑫投资基金以 52 亿元高价收购了
MP&Silva Holdings S.A.（以下简称“MPS”）65%的股权。MPS曾是全球体育版权
市场的霸主之一，鼎盛时期业务覆盖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拥有90多个全球赛事
版权，30多家赛事权利机构合作伙伴，每年有超过1万小时的播放时长。

光看这些表面数据，这家公司非常风光，暴风收购似乎物超所值。然而，并
购前尽职调查的疏漏使暴风集团忽略了其中隐藏的巨大风险。其一是，关键赛事
版权如“意甲”等，在2017年、2018年相继到期；其二是，在中资收购MPS后，原管
理者套现后仅持有公司少量股权，并将重心转移至其他公司，且与暴风集团形成
业务竞争。匪夷所思的是暴风集团在签订并购协议时居然没有签订同业禁止条
款。2018年10月份，MPS被英国高等法院裁定破产，浸鑫投资基金投入的52亿元
打了水漂，也把暴风集团以及众多提供资金支持的金融机构一起拖入了深渊。

暴风集团迅速衰亡的经历令人唏嘘，也给众多企业以警示。企业要生存，必
须要有有竞争力的核心业务支持，超出现金流支持的“多元化”就如同建在沙滩
上的城堡，不堪一击。此外，对于国际并购，尤其在缺少经验及运营管理能力条
件下发起对轻资产公司的高溢价并购，一定要慎之又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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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日前发布
2020年中期业绩报告。报告显示，上
半年中国铝业实现营业收入841亿
元、利润总额3.91亿元、净利润2.3亿
元，在全球有色金属市场整体低迷的
情况下仍实现盈利。尤其值得一提的
是，中国铝业上半年经营性净现金流
实现60亿元，同比增长29亿元，创历
史同期最好水平。

据工业和信息化部最新发布的数
据显示，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上半年
国内有色金属行业整体效益同比下降
25.4%。

面对严峻挑战，中国铝业围绕“两
保一防”（保疫情防控、保生产稳定、防
范风险），通过开展全要素对标、狠抓
降本等一系列举措，推动氧化铝、电解
铝综合能耗分别同比降低 5.85%、
0.25%，成本分别同比降低 5.6%、
5.2%，达到近3年最低水平，上半年实

现降本增效15.5亿元。
在提升成本竞争力的同时，中国

铝业还围绕“两海”（海外+沿海）战
略，加快推进重点项目，增加“造血”能
力。上半年，中国在几内亚投资的最
大铝土矿项目——中铝几内亚博法铝
土矿全线贯通投运，累计向国内发运
矿石150万吨，为中国铝业提高矿石
自给率、增强全球资源配置能力和成
本竞争力提供了有力支撑。

中国铝业在疫情面前的稳健表现
以及强劲的发展后劲得到了国内外投
资者的高度评价，多方均表示“坚定看
多”。其中，国际评级机构惠誉继续给
予中国铝业“A-”的全球有色金属行
业最高评级，展望稳定；瑞信分别将中
国铝业A股及H股上调至“跑赢大
盘”“优于大市”；华泰证券、广发证券
分别给予中国铝业A股“增持”和“买
入”评级。

中国铝业上半年实现盈利——

多方投资者坚定看多
本报记者 周 雷

方太集团旗下高端橱柜品牌柏厨
日前宣布品牌全面升级，进军集成家
居行业，并推出“至简国风”家居产品
新规划。

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定制家居
行业市场规模约为3745亿元，年均复
合增速超过20%，是典型的大规模、
高增长行业。不过，国内9家定制家
居上市企业营业总收入仅为395.24
亿元，占市场一成左右，行业品牌集中
度明显偏低。同时，产品同质化较为
严重，产品设计及研发能力与国际先
进水平相比存在明显差距。

在柏厨品牌负责人刘彬看来，要
破局首先要延伸产品线。他表示，柏
厨目前正致力于提供满足家庭各类细
分生活空间的一体化集成家居解决方
案。“未来，我们会推出更加丰富的集

成家居产品。”
定制家居讲究一对一量身定制服

务，终端门店是企业覆盖市场并提供
服务的主要载体。刘彬透露，在传统
渠道拓展成本上升、店面自然客流下
降的大环境下，柏厨正积极探索一种
投入更加轻量化、能够直达用户终端
的全新社区店发展模式，并配套有效
的运营体系。目前，该探索已经取得
一定成效，将在合适的时间向全国市
场推广。

定制化背后反映的是消费者差异
化的需求。现代顾客的需求日益多元
化、个性化，定制家居的兴起与发展，
本身就是适应这一趋势的过程。“鉴于
此，柏厨决定聚焦细分人群，提供更具
针对性的产品与服务，以差异化实现

‘突围’。”刘彬说。

橱柜品牌柏厨宣布升级——

全面进军集成家居行业
本报记者 王轶辰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上半年服装
行业线下零售受到较大冲击，但也有一
些企业通过优化供应链及内部管理实
现了“突围”。

8月 28日，贴身衣物品牌企业都
市丽人（中国）控股有限公司发布公
告，上半年实现营收13.33亿元。这一
数字虽然未能跳出行业营收整体下滑
的窠臼，但其毛利率达48.7%，较去年
同期提升7.6个百分点，显著高于行业
平均水平。

“服装零售最怕高库存、低周转，因
为服装库存贬值率很高，由此带来的零
售损失往往成为净损失。”都市丽人（中
国）控股有限公司董事长郑耀南说，面
对外部不利因素，本就筹备转型的都市
丽人加快步伐，通过引进国外设计专

家、潜心科技研发、构筑线上流量池等，
推动新品类生产周期明显缩短，效率明
显提升，库存风险明显降低。

据介绍，围绕落实品牌战略，都市
丽人正秉承“两条腿”走路思路，加快转
型变革。

一方面，由快时尚向高性价比转
型。多年来，都市丽人凭借敏锐的商业
嗅觉与时尚神经，接连推出“都市丽人”

“欧迪芬”等品牌新品。针对快节奏生
活催生的高性价比消费理念，都市丽人
持续加大科技投入，引领质优价实贴身
衣物需求风潮。

在近日举行的都市丽人秋冬新品
发布会上，都市丽人围绕解决秋冬贴身
衣物厚重、不透气、不保暖等行业问题，
推出了多个系列产品。这些兼具舒适
性、功能性、实用性的“黑科技”产品，在
行业内刮起了一股“轻暖科技风”。

今年以来，都市丽人还推出柔性生
产供应链管理，即利用线上线下渠道收

集数据，综合分析产品订单，结合自身
产能、原材料等制定生产计划。数据显
示，由于有效落实反向定制、柔性生产，
都市丽人秋冬新品库存保有单位减少
约35%，新品响应速度提升至30天，售
罄率超50%。

另一方面，由线下销售向线上线下
全渠道营销转型。

线下体验、线上触达、全渠道覆盖是
零售行业不可逆的趋势。今年以来，都
市丽人加强与天猫、京东、唯品会等电商
平台的合作，并上线腾讯小程序、线上直
播等。上半年，都市丽人电商业务实现
营收3.82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18.1%，
电商业务占营收的比重达28.7％。

“这说明，都市丽人的产品本身具
有用户黏性，在线下渠道受限的情况
下，线上销售成功地承接了消费者需
求。”都市丽人（中国）控股有限公司供
应链事业群高级总监肖伟说。

与此同时，都市丽人还加快线下门

店升级步伐。今年5月份，都市丽人百
余家“第七代门店”在北京、上海、南京、
重庆等地开业。这些门店在店铺陈列、
商品选择上提供了更加舒适健康的购
物体验。“其中，南京新街口X777店的
单店预估年销售额将达到千万元级。”
肖伟说。

随着“质优价实”品牌定位与全渠
道营销转型的推进，都市丽人现金流
成功由负转正。今年上半年，都市丽
人经营性现金流为 2.94 亿元，而在
2019年这一数字为-2.62亿元。行业
分析人士认为，随着公司“二次创业”
顺利推进，都市丽人已实现轻装上阵，
下半年销量有望大幅回升，营运获得重
大改善。

“驱动都市丽人发展的，不仅是满
足消费者多元化需求的情怀，更是不断
迭代的技术与不断进取的理念。这是
后疫情时代整个行业实现‘突围’的必
由之路。”郑耀南说。

由快时尚转向高性价比，由线下销售转向线上线下全渠道营销——

都市丽人实现轻装上阵
本报记者 刘志奇

今年以来，三友集团不断推进技术
高新化、产品终端化、市场多元化，集团
利润逐月向好。统计显示，集团今年累
计实现营业收入95.33亿元，7月单月
实现营业收入14.59亿元。

三友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总
经理王春生说：“面对疫情影响，国有
化工企业必须扎实推进技术创新、产
品升级与市场调整，走好高质量发展
道路。”

以技术高新化提质增效

不久前，两座高15米的凉水塔在
三友集团旗下纯碱公司拔地而起。三
友纯碱公司生产负责人郑存强告诉记
者，从河北曹妃甸输送过来的浓海水，
首先作为冷却用水为公司生产设备降
温，随后才作为原料用来生产纯碱。

利用浓海水为生产设备降温是三
友集团提高资源利用效率、节约淡水资
源的一项新技术。2011年，三友集团
首创浓海水综合利用新技术，将曹妃甸
海水淡化产生的大量含盐量较高的浓
海水用于纯碱生产。此后，公司一直在
浓海水深度利用上“做文章”。

郑存强告诉记者：“把浓海水当作
冷却用水还有一个额外的好处。浓海
水受热后会再次浓缩，浓度可提高约一
倍。目前，公司浓海水年用量已经达到
1300万立方米，不仅能够节约60万吨
原盐，还可节约淡水1000万立方米。”

除了浓海水循环利用等节能增效
项目外，一批加快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
发展的智能创效项目，也是三友集团推
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提升产业链价值
的重头戏。

三友集团旗下氯碱公司隶属于危
化行业，对生产系统的安全性能要求很
高。在该公司生产控制中心，一套智能
化安全控制系统格外显眼。通过大屏
幕显示的实时地图，每一道工序的生产
运行状况，操作人员的位置、数量等均
清晰可见。“这套系统耗资500万元，应
用了较为先进的大数据技术。下一步，

公司还将开发重大危险源预警系统，实
现人员、工艺、设备线上监管，以智能化
提升安全水平。”三友氯碱公司安全管
理人员邓全权说。

按照计划，今年三友集团还将以纯
碱公司、氯碱公司为重点，推动数字化
车间及数字化工厂建设试点，推进生产
装置智能控制系统升级。

技术要创新，投入必须有保证。三
友集团研发中心创新管理工作负责人
齐文玲告诉记者，今年上半年，受到疫
情影响，企业效益严重滑坡，但科技投
入依旧保持在1.71亿元的高位。目前，
公司已经立项的研发课题包括安全环
保、工艺技术、循环经济链延伸等8个
方面、126项。

另据了解，今年以来，三友集团共
有70项技改项目投产达效，累计创效
1300万元。

以产品终端化贴近市场

三友是一家以基础化工化纤原材
料为主营业务的大型企业集团，纯碱、
粘胶、氯碱、有机硅四大板块均位于整
个产业链条的上游。疫情发生后，终端
市场“急刹车”，传导到上游的“振幅”很
大，产品出现滞销，售价跌到了十几年
来的最低谷，企业生产经营面临前所未
有的严峻挑战。

如今，随着国内经济逐步复苏，很
多下游终端产品市场已经开始回暖。
为了精准对接终端需求，公司产销研人
员先后两次到下游企业及终端市场走
访调研，确立了“全产业链服务”的经营
理念，建立起“终端化、差异化、定制化”
的销售模式，以期根据市场变化及时调
整经营方向。

三友集团旗下化纤公司副总经理
张东斌告诉记者，他们通过走访得知，
具有抗菌功能的服装及纺织品成为许
多消费者的新选择。得到这一信息后，
公司立刻加大了对抗菌纤维的研发力
度。4月初，抗菌纤维成功下线。

经营理念与销售模式的转变，让企
业跟上了市场节奏，把准了消费脉搏。

“我们正在努力改变以往的‘远离终端
市场，主要服务于下游企业’的企业战
略。目前，公司已经根据终端用户直接
需求生产出20多款定制化产品，未来
我们还要在缩短产品研发生产周期上
下功夫。”张东斌说。

以终端需求为导向，加大高附加值
产品的生产与研发力度，既是解燃眉之
急的手段，也是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需
要。按照计划，三友将于今年内围绕新
产品研发及产业化加大攻关力度，落实
285个项目。

以市场多元化挖掘潜力

7月31日，一列载有1620吨纯碱
产品的专列，从青海省饮马峡工业园区
三友青海碱业公司出发，经广西钦州港
抵达泰国清迈港。这是三友开通西部
陆海新通道集装箱铁海快线后的第六
趟专列。

“从3月份至今，我们利用西部陆
海新通道出口纯碱1.08万吨，预计全年
可出口5万吨，创汇1000万美元。”三
友青海碱业公司副总经理魏光辉介绍。

借助西部陆海新通道打开东南亚
市场，是三友集团调整营销策略、开发
新市场的重大举措之一。面对严峻的
市场形势，三友集团因势调整、借势出
击，持续优化国际市场布局，针对市场
需求开发国内新用户，主动融入国内国
际“双循环”，加快市场多元化步伐。

同时，三友还瞄准疫情防控物资市
场，积极寻觅商机、寻求转机。其一，瞄
准医用手套市场缺口加快布局。今年1
月份至7月份，医用手套专用树脂销量
同比增长60%。其二，瞄准高白纤维市
场缺口提产扩能。作为消毒湿巾、医疗
卫材的生产原料，三友化纤公司生产的
高白纤维产品市场需求激增。4月份，
公司利用半个月时间完成生产线改造，
月产量比原来翻了一番。其三，瞄准次
氯酸钠市场缺口拓宽销路。次氯酸钠是
生产84消毒液的主要原料。目前，三友
集团已与北京洛娃集团、天津茂润环保
科技有限公司等近20家企业建立合作
关系，累计销售次氯酸钠产品7万吨。

王春生告诉记者，一系列举措带来
了良好的效益。今年上半年，三友纯
碱、PVC腹地市场销量分别增长5%、
11%，粘胶短纤维销量同比增长13%。

技术高新化、产品终端化、市场多元化——

三 友“ 跳 高 ”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宋美倩 通讯员 常云亮

图为三友集团烧碱生产线。 陈 经摄（中经视觉）

图为三友集团科研人员在研发新产品。 陈 经摄（中经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