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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消费微信公众号由《中国经营报》快消连锁版组积聚相关行
业资源倾力打造，旨在发现与挖掘在当今中国消费市场大升级
的背景下所引发的行业新趋势、新机会与新模式，目标在于打
造一个促进快消业与连锁业上下游良性联动的新型生态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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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 亿扶持金助贝因美扭亏 核心问题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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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黑芝麻糊“自黑” 转型关口现质量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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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款涉产业链所有环节 注册多公司玩资本游戏

十花汤董事长金蝉脱壳 巨额欠款不知去向
本报记者 高素英 北京报道

山东的十花汤经销商和来自江

然而令这些经销商始料未

仅拖欠经销商的货款， 拖欠涉及

尽管“霸王级”的寒潮袭击了

苏的物流商手举条幅控诉十花
汤幕后老板非法集资，拖欠数十

及的是， 十花汤总部几乎是在
一夜之间人去楼空。 记 者 致 电

众多环节，从员工到生产商，再到
物流商、材料供应商、广告商等无

北京，但并没有影响十花汤的经
销商在刺骨的寒风中为讨回拖

万元货款和物流运输费用。 与他
们来北京维权不同的是，早在一

十花汤总部总机及招商热线
均无人接听，而公司相关负责

不拖欠。 而幕后老板钱毅经过离
岸公司进行股权和法人变更后，

欠货款的维权行动。 1 月 25 日，
《中国经营报》 记者在陕西省政
府驻京办门前看到， 来自河北、

个月前， 就有 20~30 位经销商已

人钱毅、郭滨等人的手机也全

已金蝉脱壳， 经销商的数千万元

经聚集到十花汤位于西安的总
部去讨说法。

部关机。
记者调查发现， 十花汤不

货款以及员工所缴股权认购款已
不知去向。

拖欠经销商货款引数百人维权
记者从十花汤的经销商维权
建立的群里看到，人数高达三
四百。尽管他们很多人到达十
花汤所在总部去讨债，但四五
个办公场所全部是人去楼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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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旗连锁扩张遇阻 收购互惠遗留债务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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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 13 年
西北最大乳业银桥谋退市
本报记者 王力凝 西安报道

中国西北地区最大的乳制品生产
企业——
—西安银桥乳业集团在海外上
市近 13 年后，走到了退市的边缘。
近期， 银桥乳业在新加坡交易
所 的 上 市 公 司 CHINA DAIRY

低的估值和股票流动性或是银桥乳
业试图私有化退市的主动原因，后
期该公司或选择重回 A 股或 H 股
市场。 但是，受经济增长放缓、乳品
消费需求不振、 奶粉注册制“紧箍
咒”将实行等影响，银桥乳业回归或
面临更多的未知数。

GROUP LTD.发布公告称，公司大

数据显示，2015 年前三季度银

股东已经向董事会提交了退市建
议， 计划以每股 0.195 新元的价格

桥 乳 业 净 利 润 为 316.2 万 元 ， 而
2014 年同期为 2533.5 万元，下滑幅
度为 87.5%。

现金收购其他股东所持股份， 并最
终将在新加坡交易所退市。
《中国经营报》 记者了解到，极

截至发稿前， 银桥乳业未能对
记者的采访做出回应。

收购价溢价率 77%

1 月 25 日，来自河北的经销商
卢先生、山东的经销商蔡总和江苏

银桥乳业始建于 1979 年，创始
人刘国华以“五口铁锅、六亩土地、
十间瓦房”起家创办了其前身为“相
桥乳品厂”，1982 年开始生产奶粉，
现在已经成为中国西北地区产销量

元，上涨了 70%，已经接近其收购价
格。 按照银桥乳业已发行 4.39 亿股
股份计算，最新市值约为 8221 万新
元，这和银桥乳业 13 年前上市的募
集资金相当。

最大的乳制品企业。
在陕西省政府的牵线搭桥下，
2003 年 11 月， 银桥乳业通过借壳
收购新加坡主板上市公司 TSM 资

西部证券一位投资顾问告诉
记者， 中概股主动退市的原因无外
乎两个：股票流动性差，股票估值被
低估。

源，登陆资本市场，融资 3.8 亿元人
民币。记者发现，银桥乳业对此次上

数据显示， 银桥乳业的股票在
过去的 12 月平均日交易量为 7.19

管怎么催再也没有发过来。
让卢先生想不到的是， 看似红
火的十花汤铺到市场上， 根本卖不
动。 进货价 4 元 / 罐，市场零售价 6

市极为看重， 在多个场合宣传中也
强调公司是“
国内第一家在境外成

万股， 仅占到公司总股本的
0.016%。

功上市的乳品企业”。
不仅如此， 按照银桥乳业曾经

在中商流通生产力促进中心乳
业分析师宋亮看来， 银桥乳业下一

元 / 罐， 虽然在一些特殊渠道并不
算贵，但消费者仍不买账。 尽管垫付

的规划， 公司的产品要走出陕西并
出口到菲律宾、新加坡、中国香港等

步将有可能进行资本并购、 渠道建
设等动作，这就需要其回到 A 股或

国家和地区， 要依靠新加坡这一国
际化资本平台。

H 股市场，重新融资“
破局”。
“国外市场的中国股票估值普

那么， 为何在上市近 13 年之
后，银桥乳业选择主动退市呢？
银桥乳业在其“
自愿退市”的公
告中称， 收购价格是“具有吸引力
的 ”。 其 公 布 的 收 购 价 格 为 每 股

遍较低，而国内 A 股估值高。 ”该投
资顾问表示， 现在伊利股份的市值
接近 800 亿元，光明乳业 130 亿元，
贝因美 100 亿元， 天润乳业市值也
接近 20 亿元。 综合乳制品行业的平

0.195 新元（约合人民币 0.9 元），而
在公告前银桥乳业的股价为 0.11

均情况来看， 银桥乳业如果能够回
归 A 股， 市值或有可能是现在的

新元，溢价率为 77.3%，留给了市场
较大的股票套利空间。

5~10 倍。
按照银桥乳业的计划， 公司将

欠款无处不在

在公布上述私有化方案后，其
股票价格 1 月 27 日报于 0.187 新

随后召开股东大会， 对公司的退市
一事进行表决审议。

2014 年十花汤销量已经超过 4000 万元，此时，十花汤的销售网络已经遍布全国各地，在重庆、南京等地均设有办事处，给人的感
觉就是全国大饮料企业。

经营压力大增

的物流商邱建华在京接受了《中国
经营报》记者的采访。 卢先生表示，
2015 年 3 月份，看到十花汤的宣传
比较火就决定代理其产品。 4 月 8
日给十花汤打了 10 万元的货款，
直到 4 月 28 日， 才到了 5 万元生
产日期为 2015 年 1 月份的货，随
货发送的还有 9600 元的产品返点
和 3000 元的物料， 余下的产品不

了各种促销费用市场仍毫无起色，
而厂家承诺的各种广告也没有如期

十花汤的经销商在刺骨的寒风中为讨回拖欠货款进行维权。

投放，垫付费用始终没有核销。
比卢先生还惨的是山东枣庄
的经销商蔡总， 据其介绍，2014 年
7 月给十花汤打了 7 万元的货款，

用超过 10 万元， 而他再也没有收
到十花汤的任何货。

商新货没收到， 老货也被公司骗
收； 公司让经销商先垫付市场费

建立的群里看到， 人数高达三四
百。 尽管他们很多人到达十花汤所

知情人士表示， 十花汤维权
经销商反映的问题主要有四类：

用，最后不按合同约定支付；还有
经销商收到部分产品后， 余货不

在总部去讨债，但四五个办公场所
全部是人去楼空。 西安市未央区人

打款发货后由于不动销， 经销商
要求更换临期产品，公司同意后，

发，余款也不退；以及经销商打款
后连一罐十花汤都没有收到，货

民法院传票、西安市劳动保障监察
限期改正指令书贴在十花汤总部

经销商将产品发给公司， 结果公
司收到老货后没有发新货， 经销

款也不给退的情况。
记者从十花汤的经销商维权

紧锁的大门上，而老板钱毅却消失
得无影无踪。

但是只收到了 4 万多元的货，而超
市垫付费用高达 5 万元。 到 2015
年， 如果再继续做十花汤的总经
销，需要再打款，他又打了 4 万元，
但至此十花汤拖欠货款加垫付费

《中国经营报》记者调查了解

高达上千万元。 拖欠北京蓝宝酒业

滨，而郭滨是十花汤的副总经理兼

没有领过工资，而主管从 4 月份以

到， 除了拖欠经销商的货款外，
员工工资、 员工集资款、 物流费
用、 代加工厂费用、 广告费等无
不拖欠。
知情人士表示， 对于物流商、
生产商、广告公司、原材料供应商
也被拖欠了不少款项。 物流费用主
要 从 2014 年 11~12 月 份 开 始 拖
欠，其中拖欠江苏冉光物流有限公
司 18 万元（含押金）、江苏富邦物
流有限公司 50 多万元、 江苏冉光
物流北京分公司及江西安泰物流
有限公司北京分 公 司 运 费 38 万
元、上海安能物流有限公司运费 6
万元。 而对西安一家广告公司欠款

生产加工费 250 多万元，目前已起

监事长。

诉到法院。
除此之外，从员工处集资和担
保公司集资的款项也全部投到了
十花汤。 据知情人士透露，陕西金
麒麟担保有限公司为十花汤投资
一亿多元， 而这些钱全部是集资
款，目前已有几十个投资人在西安
新城区中山门派出所报案，集资金
额从几万到几十万元不等。
记者获悉的一份数据资料显
示，仅 2015 年 3~6 月份，金麒麟需
要退还的集资款就高达 3315.4 万
元，但这些钱均未按期退还给投资
人。 金麒麟担保公司法人代表为郭

据十花汤内部人员透露，十花
汤成立于 2012 年 2 月， 最初在央
视上做了广告，并且成为《爸爸去
哪儿》第二季芒果 TV 网络版的特
约赞助商，同时还在其他媒体有广
告投放。 虽然没有自己的生产厂，
但并不影响经销商加盟的热情。
2014 年十花汤销量已经超过 4000
万元，此时，十花汤的销售网络已
经遍布全国各地，在重庆、南京等
地均设有办事处，给人的感觉就是
全国大饮料企业。
据知情人士透露，十花汤普通
员工从 2015 年 5 月底以后就再也

后也没有领过， 拖欠工资半年以
上，全部员工有 400 多人。 而 2015
年 7 月底成立的武汉十花汤饮品
有限公司从 9 月到 12 月一直没有
发工资。
对于员工，钱毅则宣称，十花
汤将上市，鼓励员工自掏腰包认购
股权。 记者获得的一份十花汤与员
工所签的认购股权协议显示，认购
数为 10000 股，认购价格为 3.3 元/
股，合计 3.3 万元，激励计划为期 1
年，承诺前期股息分红复利每年年
化收益 19%。 虽然有员工早在 2015
年 7 月份提起退出股权激励计划，
但一直没有拿到钱。

幕后老板金蝉脱壳
记者注意到，钱毅不再担任与十花汤有关的所有公司法人，而田晓东也已联系不上。 吉瑞林、上海十花汤、武汉十花汤，背后实际
股东都是中国十花汤饮品控股有限公司，而这个公司注册地为英属维尔京群岛。
尽管十花汤到处欠钱， 但幕后
老板钱毅却依然想继续融资， 制造
十花汤美好未来的假象。不过《中国
经营报》记者独家调查了解到，与十
花汤有关系的所有公司在 2015 年
6~9 月份全部变更了法人， 而最核

悉，吉瑞林成立于 2013 年 12 月 31
日，注册资本 1500 万元，法人代表
为钱毅，西安吉德利企业管理咨询
有限公司 （股东为钱颜和杨谓明，
两人为表兄弟关系） 出资 1200 万
元，田晓东（钱毅小舅子）出资 300

钱毅变为张峰涛。
而上海十花汤饮品有限公司
成立于 2013 年 12 月 2 日，法人代
表最初是钱毅，2015 年 8 月 28 日
变更为田晓东。 上海十花汤 2014
年 6 月 5 日进行了投资人 （股权）

记者调查获悉，2015 年 7 月 24
日， 吉瑞林给江西冉光物流有限公
司北京分公司开出的一张 10 万元
的转账支票， 由于公司账户没有钱
而成为空头支票，至今无法兑现。这
就意味着 2015 年 7 月 3 日后，转让

心的陕西吉瑞林饮料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吉瑞林”）也已经将股权
全部转让给中国十花汤饮品控股有
限公司， 而后者则是注册在英属维

万元。 2015 年 7 月 3 日，吉瑞林投
资人变更为中国十花汤饮品控股
有限公司。 2015 年 5 月 6 日，法定
代表人由钱毅变为姜露，2015 年 7

变更，由唐韵变更为吉瑞林。 武汉
十花汤饮品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5
年 7 月 24 日，法人代表为田晓东，
股东为吉瑞林。

给中国十花汤股权后没有多久，吉
瑞林便成空壳公司。 按照各种拖欠
来看，账面巨额资金已不知去向。
北京工商大学商学院教授、财

尔京群岛的离岸公司。
据知情人士透露，2014 年之后
经销商所打的款主要有三个公司，
一个是吉瑞林，第二是上海十花汤

月 3 日，又由姜露变为田晓东。
据知情人士透露，2014 年以前
十花汤的经销商主要把货款打到
西安唐韵饮品有限公司。 该公司成
立于 2012 年 3 月 1 日， 注册资本
5000 万元， 法定代表人为钱毅。
2015 年 9 月 21 日， 法定代表人由

记者注意到，目前钱毅不再担
任与十花汤有关的所有公司法人，
而田晓东也已联系不上。 吉瑞林、
上海十花汤、武汉十花汤，背后实
际股东都是中国十花汤饮品控股

政部会计资格评价中心专家王峰
娟认为， 从公司股权不断变更来
看，是比较典型的“左手倒右手”的
操作路径， 同时规避了法律责任。

饮品有限公司，第三个是武汉十花
汤饮品有限公司。
记者从国家工商总局查询获

有限公司，而这个公司注册地为英
属维尔京群岛。

即使拖欠了大量的货款、 工资等，
由于变更后的法人和注册的公司
均在国外，法律维权难度比较大。

回归 A 股无疑面临高估值诱

奶粉。 2005 年，银桥乳业推出了
“阳

惑，但银桥乳业的回归并非易事。除

光宝宝”品牌。

了 A 股市场的排队等待是摆在银
桥乳业面前的最大问题， 就是企业
面临经营困境。
根 据 银 桥 乳 业 2015 年 11 月
13 日在新加坡交易所发布的三季
报数据显示， 公司前三季度收入为
12.64 亿元，同比下滑 7.8%；前三季
度净利润为 316.2 万元， 下滑幅度
为 87.5%。
“本集团将继续通过严格的质
量管理，不断提高成本结构，实施有
效的销售和营销计划， 继续保留公
司在陕西省的国产液态奶市场领先

在某大型网购平台上上，阳光
宝宝“优 +” 婴儿配方奶粉 1 段
900 克听装的价格为 120 元。 在同
水平的价位上，君乐宝、圣元、辉
山等国产品牌奶粉都有不同幅度
的促销。
“银桥的另一个问题是品牌营
销问题，品牌并不多，但是给人的感
觉比较杂乱。 ”宋亮表示，两个品牌
难以形成黏性，几十年的“秦俑”没
有被经营好， 现在走向衰落，“阳光
宝宝”又缺乏内涵和底蕴。 可以说，
银桥正是陕西企业不善于品牌管理

地位。 ”在三季报中，银桥乳业做出
了这样的陈述。
长期以来，陕西本地一直都是
银桥乳业的主战场，2013 年在陕西
省的乳制品占有率为 46%。 但是，
这样领先的地位同样面临着严峻
的竞争。
西安市南郊人人乐乳品专柜销
售代表张燕告诉记者， 在酸奶和液

和营销的一个典型， 不仅没有打入
全国，也失守本土市场。
值得关注的是， 银桥乳业遭遇
的经营压力， 也让此前入股银桥的
陕西能源巨头——
—陕西煤业化工集
团感到压力。
2012 年 5 月，陕煤化通过旗下
的西安开源国际投资公司收购了银
桥乳业 29.5%的股权， 成为银桥乳

态奶上，近年来伊利、光明等乳制品
企业也在打入本地市场下足功夫，
甚至包括君乐宝这样的二线品牌也
加入到超市的促销、 降价的价格战
中，银桥乳业的销售压力增大。
而在奶粉业务上， 银桥的奶粉
品牌包括了
“阳光宝宝”“秦俑”两大
品牌，主打中低端奶粉市场。

业的第二大股东。
“
那时煤炭企业正值财大气粗，
收购银桥股权也是陕西地方政府的
要求， 希望两个企业能够强强联
合。 ”一位知情人士告诉记者，虽然
是陕西最大的乳企， 但银桥在全国
的知名度仍不理想， 所以陕西省政
府希望能够通过陕煤的资金， 帮助

曾经，有着一个“娃娃头”图案
作为标志的“秦俑”奶粉风靡陕西，
成为一代人关于奶粉的共同记忆。
如今，银桥乳业依然保留着“秦俑”
品牌， 但也多用于少量生产的成人

银桥打开全国市场。但现在来看，陕
煤化入股银桥的效果并不理想。
银桥乳业在退市后将有怎样
的转型？《中国经营报》记者将持续
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