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4

编辑 / 蒋政 美编 / 刘红 校对 / 刘军 jiangzheng@cbnet.com.cn

快消

852493261@qq.com

2018.1.8

CHINA BUSINESS JOURNAL 中国经营报

业绩不佳 华天酒店靠政府补贴躲过 ST
本报记者 李媛 北京报道

12 月 29 日，华天酒店公告，控股子

起家于湖南省会长沙市区的华

公司张家界华天酒店管理公司收到
湖南张家界地税局下发的《税务事

天酒店， 在 21 年前就已登陆 A 股
市场，成为全国知名酒店集团，在近

项通知书》，准予减免张家界华天城

年来却持续亏损。 国有高端酒店集

续亏损的难题依然无解。

镇土地使用税 33 万元，用于支持公
司发展。 而 2017 年第四季度，华天

团在大环境不佳的背景下如何盈
利，未来的出路在哪里？《中国经营

2016 年度和 2017 年前三季度
持续亏损的华天酒店， 其子公司在

酒店旗下子公司已经连续 5 次收到
政府补助。在获得政府补助后，处于

报》记者致电湖南华天酒店集团，相
关部门始终无人接听电话， 记者又

临近年末之际， 接连收到地方政府

亏损状态的华天酒店不但扭亏为

把采访函发送到总机提供的企业邮

的各种补贴和减税的红利。 2017 年

盈，而且避免了被 ST 的尴尬。

箱中，截至发稿未收到相关回复。

近日，处在 ST 边缘的华天酒店
集团，通过一波地方政府的
“
红包雨”，
避免了被 ST 的尴尬。 但何时解决持

政府补贴 + 卖资产
2017 年 12 月 29 日， 华天酒

在获得政府补助和出售子公司后，华天酒店有望实现扭亏为盈。 但如何解决持续亏损的难题，是其必须面对的现实。

已于 2017 年 11 月 23 日到账。

1988 年 成 立 的 华 天 酒 店 于

方——
—湖南兴湘并购重组股权投

店宣布， 控股子公司张家界华天

2017 年 10 月 10 日，华天酒店

1996 年上市， 控股股东是湖南华

资基金企业签订了 《产权交易合

收到湖南张家界地税局下发的通

公布，湘潭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地

知， 准予减免张家界华天房产税
150 万元， 本次获得政府补助，预

方税务局准予减免全资子公司湘
潭华天大酒店有限公司土地使用

天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持有
45.43%股份，华天实业集团的实际
控制人则为湖南省国资委， 占股

同》，此次成交的价款为 5.4 亿元。
若该笔交易成功， 华天酒店 2017
年年底或有望一举扭亏为盈。

计将会增加上市公司 2017 年税
前利润 150 万元。 而此前三天，华

税 4.70 万 元 及 房 产 税 159.62 万
元。 而在 2017 年上半年，华天酒店

100%。“作为湖南省混改第一股，

事实上，这已经不是华天酒店

地方国资委的扶持是理所当然

第一次出售资产了。 2015 年，这家

天酒店公告称， 张家界市财政局
审批准予返还张家界华天增值
税、营业税 91.76 万元，用于支持

子公司也曾两度收到政府补助，并
列入公司 2017 年度营业外收入。
2017 年 4 月 14 日， 华天酒店宣布

的。 ” 酒店专家华美集团首席顾问
赵焕焱表示。
然而仅仅通过政府的减税和

公司发展。
2017 年 11 月 27 日，华天酒店
宣布， 湖南省宁乡县地方税务局准
予减免控股子公司湖南灰汤温泉华

控股子公司张家界华天城置业有
限责任公司收到张家界市财政局
的产业扶持资金共计 371 万元。 此
外，2017 年 6 月 1 日，华天酒店称，

补贴的数百万元，还远远不足以扭
亏为盈，于是华天酒店不得已走上
了卖资产的道路。
根据华天酒店最新发布的公

天大酒店。在劲旅咨询创始人魏长

天城置业有限责任公司灰汤华天大
酒店（以下简称
“
灰汤华天”）房产税

湘潭华天收到湘潭市财政局下拨
的 2013 年、2014 年税收返还款共

告显示，已成功出让全资子公司世
纪华天酒店 51%的股权。华天酒店

是这种饮鸩止渴的方式并不能解
决华天酒店持续亏损的难题，未来

196 万元，用于支持公司发展，款项

计 239 万元整。

已就上述标的与唯一意向受让

还是有被摘牌的危机。

华天酒店的亏损已经持续了
9 个季度。

亿元，公司净利润为 -1.45 亿元。
“
折旧增加是因为新投资的酒

求的中西部地区住宿业的影响比较
大。 供大于求是主因，限制公务消费

另外一方面不得不出卖资产来增加
现金流。“
临近年末，一些上市公司

根据华天酒店披露的年报数
据，2014 年 ~2016 年，公司营收分

店。 2016 年 10 月 18 日，华天酒店集
团 3 家酒店开业，华天精选酒店武汉

是导火线。
“
其次， 最近几年高端酒店的

通常会试图通过甩卖资产、 资产重
组、政府补助等手段实现扭亏，谋求

别 为 15.14 亿 元 、11.95 亿 元 和
10.04 亿元，持续下滑。利润方面也

国际会展中心店客房 98 间，张家界
武陵新天地店客房 200 余间、 娄底

运营成本持续增加，包括员工的工
资、采购价格都越来越高，造成经

保壳。 其中，政府补助是保壳大战中
一大主力，效果立竿见影，此外，甩

不理想，2014 年亏损 0.99 亿元，同
比下降 183.01%；2015 年净利润为

涟源家和名都店客房 110 间。 华天
酒店在住宿业经营条件变化以后，采

营上的压力；外部的竞争环境越来
越激烈，新的高端酒店的开业也在

卖资产也能够及时解决业绩燃眉之
急。 ”赵焕焱说，
“
华天酒店的问题是

0.13 亿元， 同比增长 113.15%，但
这得益于出售旗下紫东阁华天大

取的多元化投资和经营的对策失败，
因此局面雪上加霜。 ”赵焕焱分析。

不断冲击华天酒店这样的老牌酒
店，其硬件设施和服务都没有优势

战略管理问题， 以前的多元化投资
和经营的效果适得其反， 迫切需要

酒店；2016 年即便出售银城华天
大酒店，亏损仍扩大到 2.89 亿元，
同比下降 2349.71%。
2017 年上半年，华天酒店营收
4.56 亿元，折旧和财务费用为 1.96

在魏长仁看来，“
三公消费”的
限制是华天酒店业绩下滑的主要外
部因素。 2012 年 12 月 4 日，我国限
制公务消费的规定出台后， 对公务
消费比例相对较高、 本来就供大于

可言；华天酒店的位置大多不在商
务城市，直接影响了商务出行住宿
的消费。 ”魏长仁说。
由于华天酒店持续的亏损，一
方面不得不依靠政府扶持和补助，

对现状的全面评估和今后发展的科
学规划。 而酒店业主要是把握投资
的重资产比例和管理的轻资产比
例， 投资不动产过多就形成还本付
息、折旧摊销的巨大压力。 ”

本报资料室 / 图

本土高端酒店寻路
最近几年，以华天酒店集团为

0.70%、华天酒店 -0.09%。 连续 3 年

代表的本土酒店集团遭遇了成长

达到 6%是资本市场公开再融资的

的烦恼。 从各方面的经营指标看，

前提。 大多数国有酒店集团都难以

确实存在比较明显的财务问题。 以
资本安全指标、 资本保值增值指

有再融资的可能。
酒店数据研究机构 STR 市场

公司曾以 3.9 亿元出售旗下紫东
阁 华 天 大 酒 店 100% 股 权 ；2016

标、资本获利能力指标、资本融资
权利指标看，本土酒店总体经营状

开发经理张晋烨在最近关于 《中国
酒店 2017 年业绩表现回顾与展望》

年，又以 1.2 亿元出售旗下银城华

况堪忧，改善资产财务状况是首当
其冲的任务。

演讲中指出， 从供需两个角度和每
间可售房收入的情况来看， 随着这

从资产负债率看， 根据赵焕焱
提供的数据， 金陵饭店资产负债率

几年市场对供给的消化和大家投资
变得越来越理性， 市场供给的增幅

为 32.49%、岭南控股 55.97%、首旅
酒店 59.50%、 华天酒店 66.66%、锦

在放缓，市场需求到 2017 年也在恢
复；每间可售房收入在 2017 年也出

江股份 67.60%、 绿地控股 89.43%。
一般认为资产负债率的适宜水平是
40%~60%。 华天酒店、锦江股份、绿
地控股资产负债率存在风险。
从净资产增长率看， 首旅酒店

现了增长，市场出现向好的迹象。供
给方面，截至 2017 年 10 月，高端及
以上级别的酒店在新增客房方面比
较多，市场的入住率表现也很不错。
在平均房价方面， 可喜的是出现增

为 466.61%、岭南控股 130.73%、锦江
股 份 54.53% 、 号 百 控 股 （通 茂）
53.44%、绿地控股 6.02%、金陵饭店
-2.92%、华天酒店 -9.05%。 而从总

长的情况， 但增长的点主要来自中
档及经济型酒店。
专家普遍认为， 本土高端酒店
在供大于求相对严峻的地区经营状

资产报酬率看， 首旅酒店 3.05%、金
陵饭店 2.47%、锦江股份 2.21%、绿地
控股 1.97%、岭南控股 1.21%、华天酒
店 -4.79%。从数据看，总资产回报率
全部低于市场利率。 由此可见，高端
酒店的投资回报率普遍很低。

况还是不佳。实际上，目前本土高端
酒店中， 存在的问题主要是历史比
较长的酒店硬件相对落后， 新开业
的酒店还本付息、 折旧摊销的压力
比较大。
赵焕焱提出， 应对这些问题的

从加权净资产收益率看， 绿地
控股 13.01%、 首旅酒店 12.78%、锦
江股份 6.94%、 岭南控股 4.95%、金
陵饭店 2.97%、 号百控股 （通茂）

出路应该是扬长避短，发掘符合自己
酒店的细分市场，创新适销对路的客
房、餐饮产品，还要注重营销手段，可
以与本地优势资源跨界合作。

公开报道显示，2017 年 11 月 8
日，蓝月亮入选 2018 年央视
“
国家品
牌计划”， 成为洗涤日化品类唯一一
家入选的企业。来自中国商业联合会
2017 年 4 月发布的数据显示， 蓝月
亮连续八年（2009 年 ~2016 年）在洗
衣液市场综合占有率中排名前列。罗
秋平认为， 蓝月亮在市场中的优势，

现消费者在洗衣时存在诸多问题。因
此，蓝月亮希望研发出用量少、效果
好且方便准确计量的浓缩洗衣液，解
决消费者的洗衣烦恼。以其中的配方
研发来说，为了找出更适合中国家庭
使用的用量少、 效果好的浓缩配方，
蓝月亮集合了产品研发部门 30 多人
的精英团队参与到配方研发，设计了

好， 但是实际上泡沫和洗洁净没有
关系，现在国际上趋势是流行无泡、
低泡的洗涤剂；再比如，洗涤剂的浓
度和它的黏度不存在关系， 为了快
速溶解， 我们把至尊洗衣液调成低
黏型，也就是看起来很不黏稠，但是
含量浓度高。 所以，我们把很多关于
布料、污渍、洗涤用品以及器具的相

来源于品牌基因中的创新精神。
“
改革开放发展以来，企业发展
也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我们也是其
中的一员。蓝月亮一直注重创新、创
造以及产品质量。实际上，我们也是
这样践行的。 2011 年起蓝月亮倡导
专品专用，针对中国人的洗衣习惯，
推出手洗专用洗衣液； 随后陆续推
出宝宝专用、旅行专用洗衣液、预涂
专用洗衣液；2015 年， 蓝月亮突破
技术难关， 推出国内领先的泵头计
量式包装机洗‘浓缩 +’洗衣液‘机

1000 多个配方， 经过 10000 多次测
试实验，就是为了找到适合的配方。
“
25 年前， 国内洗衣市场产品还
比较单一，我们推出了很多专业化的
产品，随着国内企业产品慢慢专业起
来，跨国公司也加入进来了。 这些年
来，我们是和跨国公司来共同推进这
个市场。 蓝月亮的洗衣技术占有领先
地位，还长期和各种机构、供应商展
开合作，专注核心技术的研发。 当然，
任何品牌都必须不断地进步，蓝月亮
也要不停地向各行各业的先进者去

关用法传递给消费者。 ”
与此同时，蓝月亮还签下超模刘
雯和演员彭于晏作为
“
至尊洗衣液”的
代言人， 该广告视频在微博等社交平
台上取得了不小的热度。 在罗秋平看
来，
“
蓝月亮选择代言人强调专业，从
最早的郭晶晶、 杨澜， 再到中国跳水
队，到现在的彭于晏和刘雯，我们从他
们身上看到了十年如一日专注， 这和
蓝月亮专注洁净的追求是相同的。 同
时，蓝月亮也是有（年轻化）这方面需
求的，我们希望更贴近年轻人。 ”

洗至尊’。 ”罗秋平说。
“
研发创新”成为罗秋平不断强
调的关键词。“
虽然是生活用品，但是
洗涤用品也是有技术含量的产品，需
要通过一系列的开发， 包括原材料、
配方的创新等，使得它们拥有更好的
性能。 ”以蓝月亮至尊洗衣液的研发
为例，在研发这款产品时，蓝月亮发

学习。 ”罗秋平表示。
除了在产品上加码创新， 蓝月
亮认为， 自身的特色还来源于知识
营销，罗秋平认为，“在实际调研中，
我们发现，很多消费者，其实是不会
洗衣服的。 消费者一般都是凭借经
验来摸索，但洗衣服是一门科学。 比
如， 消费者可能会认为泡沫越多越

不过， 日化业内人士表示，明
星代言不可否认其价值，但不应过
分吹捧。 作为一款快消型新品，产
品功效性和性价比是消费者极为
看重的。 浓缩型产品的推广，更直
接以实验的方式，对比突出新品的
优势在哪儿，其次用清晰明确的方
式告诉给消费者成本是否增加。

仁看来，从华天酒店不断出售资产
系列动作看，华天酒店或许想试图
通过变卖资产来摆脱亏损泥沼，但

业绩不佳，持续亏损

浓缩洗衣液成新风口 蓝月亮欲持续加码
文 / 吴王

近年来， 洗涤产品市场的
竞争不断加剧。 数据显示，截
至 2016 年末，我国市场上洗衣
液品牌数量为 60 余个， 单 品
数 量 为 600 多 个 。 经 历 了
“皂—粉—液” 的 消 费 习 惯 转
变之后，消费者对于衣物洗涤
产品的需求升级趋势更加明
显。 在抢占市场方面，日化企
业纷纷推出了浓缩型、强调更
多附加功能的洗衣液，希望通

过产品的差异化来博得消费
者青睐。
日前， 蓝月亮集团总裁罗

来自中国商业联合会 2017
年 4 月发布的数据显示， 蓝月
亮连续八年（2009 年 ~2016 年）

秋平透露，2018 年 1 月份推出
的新洗衣产品将会更高端、更
升 级 ，“新 品 除 了 能 解 决 更 全

在洗衣液市场综合占有率中排
名前列。 在拥抱消费升级这条
路上， 中外日化企业都加快了

面的性能， 还更强调机洗专
用，进一步分成滚筒洗衣机专

步伐， 如何在竞争激烈的市场
保持领先， 成为蓝月亮需要思

用和波轮洗衣机专用。 ”此前，
蓝月亮持续推进中国洗涤市

考的首要问题。 罗秋平认为，坚
持创新、 创造以及注重产品质

场的升级，于 2015 年推出国内
领先的泵头计量式包装机洗
“浓缩 +”洗衣液“机洗至尊”。

量是蓝月亮获得领先地位的重
要秘诀， 未来还将持续保持这
种品牌的基调。

创新展开差异化竞争

加码更高端浓缩产品
在接受笔者采访时，罗秋平谈
到了洗衣历史的发展过程，“最早
可以追溯到皂角草木灰的原始时
代；随后则是肥皂时代，肥皂直到
19 世纪才普及到民间； 随着洗衣
机的发明， 人们开始使用洗衣粉，
这是第三代洗衣产品；第四代则是
普通的洗衣液；我们现在处于第五
代——
—浓缩时代。 ”
根据公开资料显示， 含 15%

洗衣产品的推广。 不过，目前已获得
“
浓缩 +”认证的蓝月亮试图加快洗
衣液的“浓缩”进程。 罗秋平透露，
2018 年 1 月份推出的浓缩洗衣产
品将会更高端、 更升级，
“
新品除了
能解决更全面的性能， 还更强调机
洗专用， 进一步分成滚筒洗衣机专
用和波轮洗衣机专用。 ”
经 历 了“皂—粉—液 ” 的 消 费
习惯转变之后，消费者对于衣物洗

术之外采用了沐浴露式的萃取技
术，定位为“衣服的沐浴露”。
在罗秋平看来，浓缩洗涤剂拥
有更多优势， 对于消费者来说，更
轻便更高效更节省； 对零售商来
说，能减少仓储面积，节省运输成
本以及提高货架产出；对环境来说
更友好，可有效减少包装物的使用
和大幅减少废物产生。 浓缩一定会
成为未来的发展趋势。

至 20%活性物质的洗衣液称为普
通型， 含量为 25%至 30%的为浓
缩型， 含量在 30%以上的可添加
“浓缩洗衣液” 标识， 45%以上可
添加“浓缩 +”标识。 实际上，在中
国，洗涤市场上 的“浓 缩 ” 概 念 已
经推广了一段时间了。 不过，和国
外的情况相比，仍有一段距离。 欧
睿国际近期发布的洗涤行业报告
中显示，在法国、英国、德国、美国
等国家， 洗衣液的浓缩化程度已
超过 96%。
对环境和经济均具有积极影响

涤产品的需求升级趋势更加明显。
事实上，在拥抱消费升级、引领洗
衣产品革新的路上，蓝月亮的步伐
一直迈得比较积极。 2008 年，中国
洗涤剂市场还是传统洗衣粉和肥
皂的天下，洗衣液占比还不到 3%。
蓝月亮率先在全国推广洗衣液。 8
年后，蓝月亮则率先推出国内领先
的 泵 头 计 量 式 “浓 缩 +” 洗 衣
液——
—机洗至尊。
实际上， 笔者在市场上留意
到，除了蓝月亮以外，力推浓缩概
念、 附加功能概念产品并不少见。

“推广浓缩的主要难点首先在
于，消费者对洗衣液有一些固有的
认知， 其次则是消费者的使用习
惯， 而这些都是需要沟通和时间
的。 ”罗秋平表示，为了配合浓缩洗
衣液的推广，蓝月亮正在引导消费
者如何更好地洗衣服。
去年以来，蓝月亮陆续推出的
“洗衣大师”活动和“洗涤学院”两
项活动。 在线上，蓝月亮借助央视
平台， 将洗衣大师项目推至台前，
开展全民科学洗涤教育。 在线下，
蓝月亮开展洗涤学院，让业余消费

的浓缩型洗衣液， 目前在中国市场
上接受度不高， 除了市场份额情况
不理想，产品本身质量参差不齐、产
品价格高等问题也成为阻碍浓缩型

比如，2014 年， 宝洁在中国推出了
碧浪洗衣凝珠，首发于各大电商平
台。 同年，立白则是推出了“好爸
爸”洗衣露，宣称在常规的洗涤技

者成为专业洗衣大师。 把洗涤教学
从过去局部、线下、单向的模式，变
成了全国范围内的、线上线下整合
的互动教学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