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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虹再破体制藩篱 各种利益仍待平衡
本报实习记者 吴清 北京报道

业绩难题
长虹智能化战略未能在市场层面得到明显响应根源不在产品， 主要由于企业品牌形象未实现根
本性改变。 长虹的当务之急是将自身塑造成一个年轻、智能、人性、科技感和文化感较强的品牌。

长虹的体制改革终于有了
初步进展。 日前四川长虹电器
股份有限公司宣布其控股股东

股价蹿高， 业绩却始终低位徘
徊。 长虹当前最大的问题正是业绩。
长虹的改革， 已经显现出一定的效

四川长虹电子集团有限公司的
公司名称将变更为四川长虹电
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简

果， 但业绩还远达不到公司和外界
的期待。

称“长虹”），更名意味着老生常
谈的长虹改革终于拉开大幕。

从 2014 年开始，遭受互联网冲
击的长虹便进入了亏损状态。 在

当日长虹股价涨停报收于
10.36 元 / 股。
一直以来， 长虹在市场竞
争中难以施展拳脚， 投资者和
业内人士均将此归咎于老旧体
制。 此次声势浩大的改制能否
牵一发动全身， 帮助长虹突破
体制藩篱？

长虹集团董事长赵勇

自电视的营收减少 28.24%。 长虹方
面表示， 国内家电市场需求下滑，
“国家节能产品惠民工程”等刺激政
策退出，导致上市公司利润下滑。

“CHiQ 那么好的产品，集团赋予很
高期待，配套资源投入很大，但结果
未达预期”。
一般说， 一个企业的产品战略

这种颓势并没有明显好转。 2015

市场响应期为 3~6 个月，也就是说，

年一季报显示， 长虹归属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为负 5793.4 万元。

一个企业推出新产品 3~6 个月后，
会在市场层面得到响应。为什么长虹

2014 年年报中， 长虹营收 595 亿

在刘步尘看来， 长虹目前业绩

智能化战略未能在市场层面得到明

元，仅比上年增加了 1.07%。 而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0.59
亿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88.52%，家电
业务尤其是电视业务的不振， 是长

的下滑更多源自其智能化战略的未
达预期。
2015 年年初的长虹彩电大换
帅，“
从公司董事长、总经理，到负责

显响应？ 刘步尘认为问题的根源不在
产品，而在企业形象、品牌形象未实现
根本性改变。“
长虹品牌形象必须来一
场洗心革面的改变，将
‘
长虹’改造成一

虹业绩下滑的主因。 2014 年长虹的

市场营销的总经理， 统统换了”，这

个年轻的、智能的、人性的、科技感的、

家电营收比上年减少 9.54%，其中来

也被媒体解读为源于业绩不好，

有文化感的品牌形象。 ”刘步尘说。

阶段性成果

改革曾两度搁置

变革后，长虹的主营业务新增了“对国家产业政策允许范围
内的产业进行投资，国有产（股）权经营管理。 ”明晰了长虹
控股改革管理的职能，为下一步大规模改革做了铺垫。

新一轮长虹改革的核心只有一个：政府给企业放权松绑。 同时，政府还对长虹在 50 多年发展过程中通过并购产生的大量退休员工
等包袱进行清理，概括起来就是“放权 + 减负”。

除了改名，长虹的主营业务
也发生了变化。 在变更后的内容
中，长虹的主营新增了“对国家产

经营活力；横向打造智能研发平
台、智能制造平台、智能交易平
台三大平台。

长虹的改革尝试和努力其实

而后随着国家有关部门对国有股减

仅能拿到每月 1000 元退休金。

次表示，公司在产业转型升级、法人

早已有之。 在倪润峰执掌长虹的时
代， 长虹曾两度提出产权改革计

持叫停，此计划落空。
2002 年 5 月，倪润峰再次提出

当倪润峰再次离去时，倪润峰
黯然神伤的表情出现在各大媒体

治理结构、企业内部管控、高端人才
引进等方面存在一些问题。 在互联

划，但都不了了之。 这个家电史上
的传奇人物，执掌长虹 17 年之久，

“民营化”，但依然未能取得官方支
持，同时由于管理层和大股东在民

的头条。 这个长虹产权改革的悲情
式人物依然获得了业内的广泛认

“生
网的跨界冲击下，传统家电面临
与死”的考验。

策动首次家电价格大战、 资源大
战，把长虹带向了辉煌。 但却留下
一件未酬心愿——
—长虹产权改革，
最终失意离开。

营化方式上存在分歧， 计划搁置。
倪润峰最终未能改变长虹“铁饭
碗”底色。
与之对应的是，老对手 TCL 在

同。 但这个改革重担只能由赵勇来
完成了。
2004 年，倪润峰退出后，绵阳
市原副市长赵勇调任长虹成为新一

一个月后，面临“生与死”考验
的长虹披露了长虹集团深化改革加
快转型升级方案。
这也宣告了长虹第三次国企改

早在 1999 年，长虹就制定过民
营化计划，核心是国有股减持，目标

李东生带领下，于 2002 年实现曲线
MBO。 2004 年 1 月，TCL 集团整体

代“掌门”，刚接棒的赵勇就对媒体
表示，“
（长虹） 不能说是一潭死水，

革拉开序幕。 新一轮长虹改革的核心
只有一个：政府给企业放权松绑。 同

业政策允许范围内的产业进行投

长虹企划部的工作人员告诉

资，国有产（股）权经营管理。 ”长
虹方面回复《中国经营报》记者
称， 以后公司将以电子信息产业
发展为基础、以资本运作为助力，
加强战略管理、投资管理，提升国

记者， 更名是长虹国企改革的标
志性一步，就在最近几天，相关具
体改革措施紧接着会出台。
不过这些在家电产业资深观
察人士刘步尘看来， 更多只是属

有资本价值。
产业经济观察家梁振鹏 认

于“
补课”
“还账”。 在中国家电行
业，仍然受制于体制、机制约束的

是逐步使长虹旗下的上市公司成为
国有股所占比例不超过 20%的股权

上市， 李东生拥有 TCL 集团 1.445
亿股股份， 身家一举超越 10 亿元。

也是一潭平静的水， 绵阳以及长虹
最需要的是激情。 ”

时，政府还对长虹在 50 多年发展过程
中通过并购产生的大量退休员工等

为：“长虹业务发展今后将以战
略投资、财务管理等资本运作为

企业只有长虹。“
长虹控股公司的
成立， 不是长虹国企改革的句号

多元化的公众公司， 其中便包括管
理层对公司国有股的购买(MBO)。

同一年，倪润峰 60 岁，黯然退休，其
退休前年薪为 120 多万元， 退休后

10 年后的 7 月初，四川省深化
国资国企改革工作会议上， 赵勇再

“放权
包袱进行清理，概括起来就是
+ 减负”。

主，有利于长虹体制灵活，激发
子公司经营效率。 ”

而是逗号。 ”刘步尘表示。
事实上，在宣布此项改革前，

前景不容乐观

此次改革主要涉及到五大方
面：一是建立“外大于内”的董事

长虹已经进行了一系列的调整。
早在 2013 年底，长虹就启动新一

会结构；二是规范和完善控股公
司法人治理结构；三是调整扩大

轮三坐标战略转型，抛出“
家庭互
联网” 这一解决方案，2014 年 1

对控股公司重大投资审批权，提
高企业投资决策效率；四是健全
激励约束机制；五是大力发展混
合所有制。
按照长虹控股董事长赵 勇

月份以来， 长虹相继发布 CHiQ
智能电视、智能冰箱和智能空调，
开始了家电智能化， 其推出新品
速度出乎所有人意料， 市场已经
能明显感觉到长虹传达出不一样

此前对媒体的表态，改组后的控
股公司将实现董事会与经营层

的气息。
长虹这一组“
组合拳”无疑是

的高度分离。 按照“三纵三横”的
路径推进改革：纵向清晰的功能

赚足了眼球， 也让闻风而动的资
本市场惊喜不已。 股市多次涨停

定位、 强化核心产业及竞争力、
推行产品经理负责制，从而激发

无疑表明了市场对长虹发展前景
的较高期待。

这项改革的重点与难点是企业真正实现“去行政化”，完全按照现代企业制度和市场机制运行。 身处充分竞争的家电行业，行动却
深受地方政府和国资控股的掣肘，这是不可调和的矛盾。
这场轰轰烈烈的改革依然有再
次搁浅的可能。

比长虹更需要转型。 ”刘步尘说。
然而，国企改革步入深水区后，

意见不一。 为此，四川省、绵阳市两
级官员多次开会讨论。

改革后期的内部阻力也不可忽
视。有业内人士表示，
“
随着这项改革的

事实上， 如今整个家电行业都
在进行转型升级，
“折腾” 的并不止

涉及不同的利益群体， 改革并不像
想象的那么容易。

这项改革的重点与难点是企业
真正实现“去行政化”，完全按照现

推进，长虹必然要精简内部结构，淘汰
人员。 但长虹当下主要机构、层级之间

四川长虹一家， 同样具有国资背景
的家电同行，如海尔、格力、TCL，也

此前曾有长虹集团混改停摆的
消息传出。消息称，长虹集团混改上

代企业制度和市场机制运行。 身处
充分竞争的家电行业， 行动却深受

的利益盘根错节，改革阻力非常大。 ”
业内人士认为， 无论是智能化

在启动新一轮的改革。
不管长虹愿不愿意承认， 在过
去的几年里它落在了对手的后面。

报的方案迟迟得不到批复， 是因为
长虹集团内部有观点认为， 赵勇应
当为长虹从 2007 年开始在等离子

地方政府和国资控股的掣肘。 刘步
尘说，长虹的改革，很大程度上取决
于长虹主管部门四川省国资委的决

战略和国企改制可能都还只是一个
噱头，在
“互联网 +”的大环境下，所
有的家电厂商都积极求变， 长虹目

“
从 15 年前的
‘中国彩电老大’到今
天的中国家电第六 （按营收规模），
在中国家电行业， 没有哪一个企业

上的投资失误负责。
此后，绵阳市、四川省国资委等
多个政府部门也被牵扯进来， 各方

心到底有多大。而对长虹而言，已经
失去太多机会，这次改革只能成功，
不能失败。

前尚在进行的改革依然偏于保守，
改革中必须平衡各种利益， 不过留
给长虹的时间并不多。

近年来， 和歌华同台竞技的选
手逐渐增多，一方面以乐视、小米为
代表的互联网企业打着“低价机顶
盒 + 海量内容”的旗号高歌猛进，在
北京市这个大本营，IPTV 的开放也
动了原本属于歌华的奶酪。
尽管现阶段还坐拥着数量居行
业首位的 420 万户高清交互数字电

务。全渠道、全品类线以及第三方合
作伙伴是几大关键点。
以目前投入最大的电视 + 电
影板块为例，根据公司日前公告，在
歌华有线和合作伙伴新成立的电视
院线公司， 互联网巨头阿里巴巴被
推选为主运营方， 负责筹备组的运
营、实施工作，且从阿里选派的人员

认为，“电视院线” 能提供更为经济
的观影体验， 并形成家庭影院观影
模式， 也可以开辟传统电影院线之
外的电影发行市场。“
缩短影片从传
统影院到电视平台的‘窗口期’，创
新性地开辟传统院线之外的电影发
行市场，挖掘‘后电影’时代巨大的
市场价值， 为有线网络公司高清交

得更早也更远，移动端的配合还增加
了用户的使用场景。 另外，包括电视
院线在内，目前没有一条渠道能在用
户使用习惯上形成垄断性优势。渠道
端百花齐放的另一面，也意味着用户
的低黏性和市场竞争的激烈化。
此外， 在产业经济观察家梁振
鹏看来，“
中国有线数字运营业务各

视用户群，但未来的消费主力军 85
后和 90 后对有线直播资源并没有
足够的依赖性， 互联网电视产品迭
代迅速， 后者更适合这一群体的习
惯和偏好。若不转型，歌华将面临各
方势力的逼宫。
而歌华转型的整体战略思路是

将担任新公司首任总经理。 推举互
联网企业做排头兵从一定程度上说
明了歌华转型的坚决态度， 不过也
有业内人士认为， 由于阿里影业起
步时间不长，行业资源尚未做大，在
这一联盟中仅能为歌华起到补充效
果，但作用有限。

互数字电视平台和互联网电视平台
等新媒体平台的发展注入新动力。”
该公司对记者如上表述。
尽管对于有线电视企业来说，
此举通过电视网络媒介，开辟了电影
与数字电视媒体合作的全新商业模
式， 但如果从广义的受众市场上来

个省都有一张或者若干张的数字运
营网，相互之间是不兼容的，没法实
现全国范围内的互联互通和网络资
源共享， 无非是打造在宽带网基础
上的互联网电视平台。 而且这些有
线电视运营商的运营效率和业务融
合也远远比不上互联网平台。 ”中投

“电视 +”，即是围绕歌华云平台，利
用自有网络和第三方网络， 面向电
视终端、移动终端和 PC 终端，提供
无处不在的电视服务和新媒体服

事实上，联合全国 30 余家省市
有线电视网络公司，打造“
中国电视
院线”，是歌华有线转型进程中最早
也最为得意的动作之一。 歌华方面

看，
“
电视院线” 相对于电影院线、视
频网站点播院线， 甚至移动端院线，
仅仅是开辟了一种全新的影片播放
渠道。而视频网站显然在这条路上走

顾问文化行业研究员蔡灵补充道，
“
从目前的形势来看，歌华应该加强
创新，趁热打铁，进一步在互联网、
移动互联网中寻找突破点。 ”

包括歌华在内，曾经垄断一时

企业的围剿中逐步减弱对市场的

出全新的生态链， 但尚未被很好地

而从数据上看，近两年歌华有

的有线电视运营商目前的优势窗
口已经很小，广电行业专家吴纯勇

支配力。 而无论是电视 + 电影，还
是电视 + 游戏，有线电视运营商都

挖掘。
据记者了解， 目前歌华已经开

线的转型也显露了一定的效果。 去
年传统的有线电视收视维护收入

认为，一方面是基于广电网络带来
的属地化有线电视用户群体，对于
观看直播电视的忠诚度。 另一方
面，歌华发起的这类联盟可能会获

在扮演者“追赶者”的角色，且过于
“扎堆” 的布局只会使竞争进一步
激烈化。
在这种情况下，歌华有线等企

始进行了这方面的尝试。 今年 5 月
底， 歌华有线与北京视联动力国际
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达成战略合作协
议，共同建设“歌华视联网”以进一

已经降至 45%以下，新的业务正在
逐渐增长为利润支柱。 不过业内人
士同时指出，歌华向新媒体综合内
容服务平台转型需要与互联网企

得政策层面一定程度的倾斜，广电
总局和各地管理机构都会持积极
支持的态度。

业需要的是另辟蹊径的战略布局。
“其实用户除了有通过各种渠道端

步丰富产品线。 该项目瞄准的是视
频政务、远程医疗、远程教育等智慧
城市服务领域，希望通过高清视频、

业“短兵相接”，而目前歌华最大的
缺陷就在于互联网运营能力、技术

规避互联网内容商蚕食

歌华有线举“电视 +”大旗合纵连横
本报记者 孙然 北京报道

歌华有线最近在“结盟”这
件事上忙得不亦乐乎。 该公司先
后进行了电视 + 电影、电视 + 游
戏的布局，并通过增持北广传媒

进一步掘金移动电视细分市场。
投资人期待更多来自歌华的
好消息，因为相对于绝对垄断时期，
歌华现在的日子不轻松。 歌华此番
的组合战略究竟能否顺利转型实
现自强，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

密集布局
今年二季度以来， 歌华有线
动作频繁，充当起了“左右逢源”
的牵头大哥， 不断上演着一幕幕
的结盟大戏。
日前歌华有线公告， 将斥资

联网巨头， 及完美世界等 15 家
游戏企业共同成立“电视游戏产
业联盟”。 据《中国经营报》记者
了解，该联盟的成立初衷在于围
绕内容合作， 构建集合游戏平

近 1.2 亿元接手北京北广传媒集
团有限公司持有的北京北广传媒
移动电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移

台、产品研发、发行、游戏周边全
产业链条的有线电视娱乐生态，
达到共享资源， 互联互通的效

动电视公司”）26%的股份。 交易
完成后， 歌华有线持有的移动电
视公司股权进一步增长至
30.49%。
公开资料显示， 上述移动电
视公司是北京市最大的户外电视
媒体，通过建立地面数字单频网，
目前已覆盖了公交电视、 出租电
视和社会车辆电视多块业务终

果。 这是歌华进军电视 + 游戏细
分的又一步棋。
今年年初，歌华正式上线了
云游戏业务。 尽管相对于乐视等
靠内容崛起的互联网公司，歌华
这步棋着实走得有点晚，但也标
志着该公司已经在有线电视 +
游戏市场迈开追赶的步子。
而就在这一消息宣布的此前

端。 现阶段该公司全平台接收设
备总量达 35000 个， 日受众超过
1300 万人次。

一天， 歌华同时向市场爆出了与
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 阿里巴
巴等 6 家公司共同组建中国电视

而除了传播渠道，有线电视
运营商起家的歌华有线意图围
绕“电视 +”概念，在内容层面也

院线运营公司的消息。 近两年歌
华的市场份额不断受到来自各方
的蚕食，相较于互联网企业，歌华

进行更多的布局。 6 月 15 日歌华
联合上海东方有线、天津广电等
三十多家省级有线电视网络公
司，百度、腾讯、阿里巴巴三大互

转型速度并不快。业内人士认为，
新一轮的战略着眼点是先守后
攻，抗拒被蚕食，之后重新夺回市
场地位。

困局待解

广电系的尴尬

这意味着除了政策带来的直
播垄断空间，有线企业正在互联网

口看影视剧、玩游戏的需求，围绕着
衣食住行还存在很多细分需求。 比
如在线教育、 在线医疗都可以打造

数据和语音的三网融合互动服务，
从政企客户中开辟新的利润空间。

创新能力、 开放性和人才储备，弥
补上这些短板对于歌华实现转型
迫在眉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