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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王连年亏损 押宝新渠道前途未卜
本报记者 黄荣 北京报道

昔日日化行业的“霸王”霸王
集团已经落寞。 尽管今年初随着成
龙“duang”的效应霸王重新回到公
众视野，但随着产销量下滑、市场
占比急速下滑，霸王已经连续 5 年

陷入亏损泥潭，如今霸王正在寻求

道来改善业绩、实现扭亏为盈。 但

翻身之道。 在布局直销渠道后，霸

中投顾问化工行业研究员李加楠

王集团 8 月 21 日又宣布进军微商
渠道。
事实上，霸王积极布局推广直
销渠道的同时紧罗密布地向微商

在接受《中国经营报》记者采访时
表示， 霸王此举不免有病急乱投
医之嫌， 企业应在产品形象上多
下功夫， 而不是盲目地追求渠道

进军， 就是希望借助新的营销渠

的改变。

连续五年亏损
在巨大的亏损面前，霸王集团不得不找寻新的出路，近年来业绩喜人的直销行业似乎让霸王看到
了希望。 但频繁的人事变动，也为霸王集团的直销体系蒙上了阴影。
霸王集团发布的半年报是其当

避二恶烷事件对霸王的影响，他对

军直销行业也是希望能够提升业

下困境最好的写照，今年上半年净
利润亏损 5162.6 万元。 公开数据显

记者表示，与《壹周刊》的官司已告
一段落正在等待判决，相信会给霸

绩。 ”日化专家于斐对记者称。
早在 2014 年 3 月， 霸王集团就

示，2010 年净利润亏损 1.18 亿元，
2012 年 霸 王 集 团 亏 损 额 度 高 达

王的消费者和各界人士一个公正的
交代。

被曝出将发展直销渠道。 霸王集团相
关负责人此前向媒体透露， 霸王集团

6.18 亿元，到 2014 年五年的时间内
累计亏损 15.48 亿元。
霸王也意识到问题所在，在发布

在中国百货商业协会化妆洗涤
用品分会副秘书长谷俊看来，除了受
到
“
二恶烷事件”影响外，产品创新不

已正式向商务部申请直销牌照， 并已
交齐 2000 万元保证金。 据悉，此前为
了推进直销，霸王集团还推出
“
加盟直

半年报时称亏损主要是由于生产和
销售家庭个人护理产品持续经营业
务销售收入下跌，为改善业绩表现将

足也是霸王集团业绩亏损的主要原
因。“
二恶烷事件”后，霸王推出了追
风、霸王凉茶等新品，但并没有取得

销赠送股票”。 如果客户一次性消费
20000 元成为至尊卡会员后， 即可获
赠市值为 4000 元的霸王集团的股票。

推出新产品和发展新销售渠道。

实际效果。包括追风以及霸王凉茶的

记者在霸王集团直销网站上

霸王的亏损之路始于 2010 年

失败其实都是其推出的新产品，而并

看到，家用电器及保健品等非日化

7 月。 彼时有香港媒体《壹周刊》报
道称霸王洗发水检测出含有“可能
致癌”的二恶烷，后经监管部门再次

非是其主业的洗发水业务，霸王多年
亏损还是霸王新品策略失败。
在如此巨大的亏损面前，霸王

产品已经开始逐步替代霸王洗发
液、沐浴露等主流产品成为直销的
重要部分，因为这些品类远比日化

检测，显示其二恶烷含量水平不会
造成健康危害。 但也正是从这一年

集团不得不找寻新的出路，近年来
业绩喜人的直销行业似乎让霸王看

产品利润更丰厚。
但据媒体报道，霸王集团的直

开始，霸王集团连续亏损。
霸王集团公关总监汪亮也不回

到了希望。“霸王集团这几年走得
非常艰辛，传统渠道做得很艰难，进

销团队一直处于变动之中。 此前曾
担任直销企业美罗国际常务副总

如今，霸王在商超渠道的商品堆头、导购团队以及广告已经不多见了。

裁的田晓春和先后担任过安利（中
国）副总裁、天狮执行总裁、康宝莱
中国区总裁的钱港基均与霸王集团
有过直销层面的接触，但最终都离
开，随后曾经组建过昆明彩南玛咖
的杨剑负责直销业务，目前该项目
负责人又变成曾担任隆力奇直销部
中国区总经理的谢桂冬。
频繁的人事变动，也为霸王集
团的直销体系蒙上了阴影。 直至今
天，霸王的直销业务仍未对外正式
公布，汪亮也对记者称直销目前正
在筹备中，未来具体会怎么做并不
清楚。 只是，尽管霸王集团已经向
商务部递交了直销牌照申请，但能
否获得牌照就不得而知了。

新产品策略不佳
“凉茶业务被认为是霸王的最大败笔，副业分散了霸王对主营业务的资金和资源投入。 ”

本报资料室 / 图

左右开弓引质疑
霸王直销领域还没取得成绩， 又要进军微商领域， 左右开
弓。 在李加楠看来，霸王未来的前景并不明朗。
如今处于困境中的霸王正迫

2015 年 6 月 30 日。 汪亮表示微

切寻求改变，在“赌”上了股票、
“
押”宝直销后的霸王近期又瞄上
了微商， 如今来看也是想找一条

商会先用一套新产品尝试， 如果
运行得好未来会考虑自建平台。
但谷俊表示， 这个平台最终能不

出路吧。
汪亮对记者称， 霸王无论是
现在做微商还是筹备直销，都是对

能做好， 还得看其能否达到影响
力，未来究竟如何尚未可知。
霸王在直销领域还没取得成

新的渠道形势下的一种尝试，这种
尝试既来自于市场环境的变化，也
来自于自身转型变革的需要。

绩， 又要进军微商领域， 左右开
弓。在李加楠看来，霸王未来的前
景并不明朗。“霸王应该把重心放

这与霸王在传统渠道受到冲
击不无关系。 在传统渠道霸王的

在提高产品质量和改善产品形象
上， 霸王集团的日化主业还需要

发展需要靠广告和渠道维护，成
本比较高，如今在家乐福、沃尔玛
霸王货品上架数量少， 也未被摆
放到“黄金位置”，就连推销员也

聚焦和优化， 而不是靠寻求新的
销售渠道来改善业绩表现。 ”
不过， 汪亮并不认同这种说
法，“聚焦和优化是在产品品类
上， 而开拓新渠道是结合近年来
的渠道变革和市场变化， 两者不
矛盾。 ”
“代言小霸王，小霸王倒闭
了；代言爱多 VCD，爱多老总坐
牢了；代言汾湟可乐，汾湟可乐没
了。”这是网友对著名影星成龙的

亏损成为霸王集团挥之不去的
阴影，作为国内本土洗发水领军企业
的霸王一度是国内草本防脱领域产
品营销能力最强的日化公司， 霸王

年则销售直线下降亏损严重。 2013
年 7 月，霸王的凉茶业务被叫停。
“
凉茶业务被认为是霸王的最大
败笔， 霸王上市这几年间亏损严重跟

并且产品缺乏创新的情况下， 随着
外国品牌的进入和其他本土品牌的
崛起， 霸王丢掉了中药防脱洗发水
行业老大的位置。

时也是背水一战，成功仅是偶然。当

2009 年的盈利曾高达 3 .64 亿元。
推出多元化产品是其一大败

他自己的经营有很大关系， 凉茶等副
业分散了霸王对主营业务的资金和资

目前， 霸王在商超渠道的商品
堆头、导购团队以及广告已经不多见

“这让人不得不质疑霸王仅是
赶上防脱发这个品类爆发， 只是市

笔。 在 2009 年霸王集团登陆港交所
募得资金 16.66 亿港元后，有了钱的

源投入。 ”于斐认为，从洗发水跨界做
饮料这个跨度太大了，市场不接受，决

了。 当旗下商品火的时候，霸王自然
能毫无顾忌地发展，但销量下滑也就

场推着往前走， 而并非是自身企业
把市场做得很大， 当遇到事故后霸

少见。
尽管市场上有许多微商的负
面报道，但随着微商的发展，行业
逐渐规范， 并朝着线上线下融通
的方向发展。 谷俊认为，“
微商对
霸王而言或是一个好的平台，霸
王自然也不会放弃。 ”

霸王不满足于洗发水主业。 2010 年
4 月，霸王集团推出凉茶业务，尽管

策层的失误加速了霸王的没落。
尽管为了扭亏霸王推出系列新

不会大张旗鼓在商超渠道大肆扩张。
李加楠认为，经营业务销售收入持续

王销售在急剧下滑， 侧面也说明其
管理团队和营销水平并非是霸王崛

公开资料显示， 负责上述微
商城运营的公司为广州亲友团科

代言经历的调侃， 有人笑称这是
一种“成龙魔咒”，曾经打破过这

刚开始势头不错，2011 年霸王凉茶
销售收入录得 1.67 亿元，但到 2013

品，但消费者似乎并不买账。尤其是
在霸王产品以及营销没有得到更新

减少是霸王出现亏损的主要原因。
实际上， 霸王在防脱发领域当

起的助手， 而是企业本身经营管理
上存在问题。 ”谷俊表示。

技信息有限公司， 隶属于霸王集
团旗下的控股子公司， 成立于

个魔咒的霸王， 在今天还能再一
次打破这个魔咒吗？

积累了一定的资金和团队后涉足其
他产品如霸王凉茶、追风，远远比做
洗发水更有优势，但却遭遇溃败。

共同关注食品安全 助力实现创业梦想

2015 麦德龙杯创业明星赛 30 强诞生（下）
文 / 燕芳

2015 年是国家食品安全年，
全新修订的《食品安全法》即将于
10 月 1 日施行， 食品全程追溯已
成为大势所趋。 在食品流转中，配
送环节是保证食品安全的关键一
环，而冷链则是生鲜食品从源头运
往门店过程中的一条
“
生命线”。对
于中小型餐厅经营者来说，选择优
质的原料供应商、确保食品安全卫
生则是其成功经营的基石。

作为全球现代商对商批发业

而所有与肉类相关的， 从刀具、容

于收货、 储存及加工过程中的人

饮业备受瞩目的焦点，作为高度关

启动后，迅速收到了来自全国范围

领导者， 麦德龙为餐厅经营者提
供一站式高效专业采购解决方案

器到员工的工作围裙都是红色的。
这是麦德龙为保证食品安全所遵

员和操作等方面保证食品品质。
在收货和储存过程中，针对肉类、

注食品安全的领军企业，麦德龙借
“
2015 麦德龙杯创业明星”大赛重

内大量的创业计划和参赛申请。 经
过海选后，初赛 30 强已经诞生，目

和优质创新的增值服务， 包括标
准化商品品类、 全国范围内稳定

行的 HACCP（危害分析和关键控
制点）标准体系中的一部分，该标

果蔬、鱼类等不同商品，麦德龙分
别设立独立收货区域以及储存仓

点聚焦餐饮行业，旨在招募和扶持
中小型餐厅创业者，帮助其实现创

前，30 强的全部参赛创业计划均
已在麦德龙中国官网公示。 投票也

的商品供应和透明便捷的下单结
算模式，坚持生鲜产品冷链运送，
确保食品全程新鲜。
为避免食物交叉污染，麦德龙

准于 1959 年由一家食品公司与美
国国家航空和宇航局 （NASA）共
同开发的，初衷是为宇航员提供百
分之百安全的食品。遵循这一标准

库，确保每一种食品的安全卫生。
在加工处理前， 依照 HACCP 标
准，所有工作人员规范洗手消毒、
佩戴专业口罩以及发罩。 这一系

业梦想。 同时，麦德龙也和所有参
赛者携手， 共同关注食品安全问
题，力图打造一个相互激励、交流、
互动的沟通平台，赢得消费者的信

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中。
本刊分两期与大家分享这 30
个精彩的创业故事片段， 感兴趣
的读者可以登录麦德龙官方网站

采用分色管理的方式，为不同种类

体系，意味着商场的安全卫生标准

的商品搭配相对应的色系，比如绿
色代表蔬果类， 蓝色代表水产品，

达到了国际水平。
麦德龙将 HACCP 标准应用

列严谨的操作流程，层层把关，让
HACCP 真正贯彻始终。
由于食品安全问题一直是餐

任。 这既是麦德龙的初心，也是所
有参赛者创业的初心。据麦德龙透
露,
“
2015 麦德龙杯创业明星”大赛

（www.metro.cn）了解更多创业故
事，为你心中的餐饮“创业明星”
投上一票。

小麦哥有大美味

纪念爸爸的味道

从切配洗碗工到管理层，杭
州的陈东领已在 餐 饮 行 业 浸 淫
数十年。 为了实 现 自 小 的 创 业
梦，他毅然辞职开办了“小麦哥”
小吃连锁餐厅。 小麦哥的大美味
在于，其面皮严循传统手工制作
工艺，而馅料却极尽创新，脑洞
大开，再辅以秘制调料，形成独
特口味。 目前小麦哥在杭州已有
4 家分店。

童年的美味始终是每个人记
忆里怀念的味道。曾先后学习了西
点烘焙和中式面点制作方法的梁
海棠， 计划在上海开一家中西合
璧、富有新意又不失传统味道的卷
饼小吃店，秉承其父对美食的热爱
之情，用食物来传递幸福，让所有
食客的生活都能更加幸福。

手工艺品与面食之美
喝着新鲜豚骨熬制的高汤，吃
着资深师傅手工擀制的面，欣赏着
陶艺、木茶具、雕塑和布艺等手工
艺品，看中了艺术品还能当场淘回
家，面条与工艺品在同一个空间里
创造出多种可能。 美食与艺术的创
意结合， 始终保持前行的姿势，这
便是李斌的小亚细亚餐厅。

来自异域的调味料咖喱在一
千个人手里就有一千种味道。 毕
业于浙大生物学 系 的 李 玮 发 挥
所学所长，通过实验测试，研究
不同配比产生的味道变化，精确
找到咖喱的美味值，其咖喱饭小
店已在杭州同类 餐 厅 中 口 味 排
名领先。

包子铺有料又时尚
为了爱，也为了家庭，曾是蓝
领的徐全龙在阜阳创业开起包子
铺。不仅其装修风格时尚吸睛，包子
馅料也别具一番时尚味道。 经历了
无数次失败后， 他终于研究出了许
多种营养搭配且味道独特的馅料。
用安全放心的食料做好吃的包子，
用更周到的服务回馈客户。

为书生做“
稚嫩美食”

原盅炖汤，原始好味

新川系引领“复古风”
沿用了川菜的古法制作工
艺， 采 用 巴 蜀 烹 饪 中 常 见 的 器
皿——
—黑砂锅烹调， 配合现代化
技术， 李小华的创业川菜店更大
化保留传统巴蜀口味， 又开创性
地研制出川菜新品， 用古老和现
代的碰撞让正宗的川北小吃登堂
入室， 让现代人也能感受到古老
的巴蜀饮食文化。

小面时代
用实验室标准定义咖喱美味

餐饮世家传承
张天翔出身于餐饮世家，从爷
爷奶奶那辈起就是开饭店酒店的，
而他也如父母一样选择继承家业，
继续投身于餐饮行业。 家中长辈无
疑可以为他提供很多支持和便利，
但他的目标却不仅仅是传承，更想
打造自己的专属品牌，让家族事业
更上一层楼。

重庆小面热因孟非而起，刘燕
霄也因此将创业项目锁定于重庆
面馆。 为此，她在重庆居住了一个
月，将那里有名的面店几乎吃了个
遍并详尽记录，汇总后分析到底哪
一种口味更容易被南京各年龄段
顾客所接受。 遵循“小门店、小时
尚、大目标、大市场”的面馆开业不
久就已迎来明星光顾。

数十小时慢熬好汤
看到市面上太多麻辣火锅使
用廉价的香精，陆志在成都开出麻
辣烫店时就决定不惜成本精选昂
贵的传统香料。 所有锅底严格按传
统制作工艺用数十个小时熬制；肉
料处理也只选用纯正的四川香料，
经一整夜腌制而成。 店内还设置反
馈箱，根据顾客意见调整口味并改
善服务。

私人订制健康养生餐
来自苏州的马静平日里就
爱研读《本草纲目》等养生书籍，
她的养生粥、羹和茶都采用天然

在五星级酒店有着多年管理

使用新鲜食材和优质药材，然

镇， 开发私 人 订 制 专 属 养 生 菜
单，令食客既能体会到舌尖上的
享受，又能吃出健康。

从业经历的谭思达在受邀回母校
演讲时， 萌发了为学弟学妹做实
事、改善生活的念头。 于是，
“
东门
咖啡吧”诞生了。 这里不仅为学生
提供价廉物美的粤菜和甜点，解决
吃饭难的问题，还提供音响、投影
等设备，令学生们可以尽情在此聚
餐聚会。

后隔水密封炖盅炖制，这样的原盅
炖汤便是杨郎在上海创业餐厅的
特色。有数年快餐行业工作经验的
他，坚决摒弃快餐类食品中常见的
油炸、高盐、高糖等特点，用原汁原
味、货真价实的食物，为工作紧张
的现代人提供健康美味。

足球迷烧烤盛宴

美食主持人的朴素之选

作为铁杆足球迷，苗博以其钟
爱的毅腾队为主题， 在哈尔滨开出
了一家足球队主题烧烤吧。 店中所
有布置、陈设都与足球有关，菜品也

人， 有时还会客串美食节目评审，对
美食有着执着又独到的理解。他的年

由于父辈是开馄饨店的，
这种实惠的小吃便是杨小年记
忆里家的味道。 如今，他也秉承
着以人为本、 薄利多销的思想

养生材料和花草，依据食材性味
而配置。 店内更有专业营养师坐

分享家的味道

以足球术语为名， 这里除了提供独
创美味烧烤，还播放比赛影像、组织
球迷活动， 传播哈尔滨特色足球文
化，成为足球迷欢聚优选。

肖桐是郑州一美食节目的主持

代主题面馆主打河南手擀面和豫菜，
面粉由纯天然无公害小麦制成，烹制
坚持少油少盐原则，汤底中添加秘制
香料，无论是装修布置还是菜肴都让
人回想那朴素实在的年代。

创业开店，提供小馄饨、锅贴、
红烧卤蛋等地方小吃， 与大家
共同分享这种家的味道， 做本
分生意。 他还希望能把自家店
铺打造成“老字号”。
G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