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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兴通讯“复活”：经营面临信誉考验
特约撰稿 黄嘉祥
本报记者 张靖超 广州报道

7 月 27 日，中兴通讯（000063
SZ）更新第一季度财务报告，净亏
损 54.07 亿元，去年同期则实现净
利润 12 亿元。 这是中兴通讯正式
启动业务重建计划之后， 在财务
方面的一次修正， 也预示着公司
一季度净利润由盈转亏， 负债资
产大幅增加。

这对于正处于恢复经营阶段
的中兴通讯而言，无疑再添加了一

今， 距中兴通讯恢复经营已过半
月， 各项业务恢复的具体情况如

个包袱。 在此前长达三个月的
“拒

何？ 对此，《中国经营报》记者联系

绝令”风波中，中兴通讯陷入休克
状态， 直到美国东部时间 7 月 13

中兴通讯方面采访， 但截至发稿
未获回复。

日， 美国商务部终止 2018 年 4 月
15 日拒绝令，中兴通讯才进入“复

“中兴通讯现在最关键的是
要修复和运营商的关系。 ”通信专

活”进行时，迎来新一轮大考。
7 月 15 日， 中兴通讯正式启

家付亮在接受《中国经营报》记者
采访时表示， 只有恢复了与运营

动了之前早已预备的业务重建计
划， 开始全面恢复全球业务。 如

商的关系之后， 中兴通讯才能拿
到稳定的订单，进而恢复运营。

“
复活”面临三大挑战
虽然美国解除了拒绝令，但运营
商也会担心中兴是否还存在其
他问题，是否会被美国再次制裁。
上述项目的中标并不意味着中
兴通讯的“复活”之路一帆风顺。 对
于经历过休克、管理层大换血、支付
14 亿美元巨额罚款等风波之后的
中兴通讯而言，如何走出困境，仍然
是中兴当下面临的难题与挑战。
7 月 27 日，中兴通讯更新第一

国内外业务逐渐复苏

季度财务报告，净亏损 54.07 亿元，

在解除拒绝令不到一个星期之内，中兴通讯连续拿下三大运营商超 5 亿元的订单。

而去年同期为实现净利润 12 亿元。
公司由盈转亏，也意味着，因一次性
支付 10 亿美元罚款对中兴通讯的
一季报产生重要影响。

球业务。

兴通讯，其董秘办工作人员表示，

国解除拒绝令以来， 这八个字一
直显示在中兴通讯官网的主页

禁令解除后， 中兴通讯海内
外业务快速回暖。

禁令解除之后， 中兴通讯的经营
就可以恢复正常， 像以前那样经

上， 时刻提醒着中兴通讯不久前
度过的“
危机 89 天”。

有媒体称，中兴通讯首个订
单来自中兴墨西哥的终端业务

营，目前正在陆续开展，国内外业
务都在有序地进行。

2018 年 4 月 16 日晚， 美国
商务部发布公告称，美国政府在

线。 7 月 18 日， 意大利运营商
Wind Tre 和 中 兴 通 讯 共 同 宣 布

中兴通讯能够迅速恢复主要
经营活动， 并拿到国内外各大运

未来 7 年内禁止中兴通讯向美
国企业购买敏感产品。 美国的

将继续加强双方在意大利 Wind
Tre 全国移动网络现代化改造项

营商的订单， 这与中兴通讯多年
的积累相关。

“封杀” 令中兴通讯陷入前所未
有的危机中。

目的合作。 当天，据奥地利媒体
报道，中兴通讯又与和记奥地利

“这说明中兴通讯在这些市
场做得很成熟了， 已经被客户接

4 月 20 日下午， 中兴通讯在
深圳总部举行新闻发布会， 中兴

共同宣布加强战略合作，为在奥
地利部署更领先的通信技术做

受了， 客户也有这个需求。 ”7 月
31 日，付亮在接受《中国经营报》

通讯前任董事长殷一民发表讲话
称， 美国的制裁使公司立即进入

好准备。
同时，中兴通讯国内的业务

记者采访时表示， 近期与中兴通
讯签约的运营商， 大多数之前都

休克状态。 5 月 9 日，中兴通讯公
告称，受拒绝令影响，本公司主要

也在迅速恢复。 在解除拒绝令
不到一个星期之内， 中兴通讯

有合作基础。
通信业知名观察家项立刚在

经营活动已无法进行。
中兴通讯的休克状态一直维

连续拿下三大运营商超 5 亿元
的订单。

接受《中国经营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 中兴通讯在全球通信市场占

持到 7 月中旬。 美国东部时间 7
月 13 日， 美国商务部发布公告
称，中兴通讯已缴纳 14 亿美元罚
款的最后款项， 商务部解除对其
的禁售令， 中兴通讯才走出长达

根据三大运营商公布的一批
通讯设备中标候选人名单显示，
中兴通讯获得中国移动 2018 年
GPON 设备订单 (中标份额不低
于 70%)，又中标 2017~ 2018 年中

有较大份额，如果中兴通讯垮掉，
原来的设备就不能扩容、 更新和
升级，而用其他设备替代，需要付
出很大的成本， 所以客户会选择
支持中兴通讯。

89 天的“至暗时刻”。
中兴通讯“复活”之后的半个
多月以来，动作不断。7 月 14 日早
上，其官方微博发布了一条“满怀
信心再出发”的微博。 随后，中兴

国联通高端交换机扩容项目、中
国电信公示 2017 年 CN2 网络扩
容工程等项目。
7 月 25 日， 中兴通讯在投资
者互动平台表示， 公司已恢复主

“中兴恢复经营之后，我们这
边的业务对接在往正常的流程上
走了。 ”8 月 3 日，中兴通讯供应商
劲拓股份董秘办工作人员在接受
《中国经营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

通讯正式启动了之前早已预备的
业务重建计划， 开始全面恢复全

要经营活动。 8 月 1 日，《中国经营
报》 记者以投资者的名义致电中

与中兴合作的相关业务正在恢复
的过程中。

“痛定思痛，再踏征程”。 自美

中兴通讯现在最关键的是要修复和运营商的关系。

“再加上这次中兴通讯管理层

分可能坚持到最后。 ”付亮认为，中

的整体调整， 对国际业务造成比较
大的影响， 尤其是在竞争激烈的欧

兴通讯现在最关键的是要修复和运
营商的关系， 只有恢复了与运营商

洲市场， 中兴通讯能不能争取到更
多的订单， 对未来运营和业绩的恢

的关系之后，才能拿到稳定的订单，
真正恢复运营。

司出现预计负债 12.58 亿元。
根据中兴通讯 7 月 14 日发布

复都有比较大的影响。 ” 付亮说。
在项立刚看来， 中兴通讯当前

此外，解除拒绝令之后，中兴通
讯可能还会经历一场内部大调整之

的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司净利润亏
损幅度将继续扩大，亏损额居于 70

面临最大的难题是信用问题， 虽然

后的阵痛。项立刚认为，中兴通讯在

美国解除了拒绝令， 但运营商也会

经历管理层大换血后， 内部肯定会

亿元至 90 亿元之间，而公司去年同
期实现净利润 22.93 亿元。 同比由

担心中兴是否还存在其他问题，是
否会被美国再次制裁。 在这种忧虑

有所调整， 这可能会出现人才流失
等不利现象，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盈转亏，下降了 405.29%~492.52%
对此，《中国经营报》记者以投

之下，运营商会产生犹豫，这对中兴
未来开展新业务方面会带来一定的

这也许是一个新的改变， 还需要时
间的考验。

资者的名义致电中兴通讯，其董秘
办工作人员表示，这只是对一季报

影响，可能会损失一部分订单。
事实上， 这样的忧虑并非空穴

不过，8 月 1 日，本报记者从一
位不愿具名的中兴通讯终端业务的

的更正，目前已经解除了拒绝令，对
中兴未来经营的影响应该不大。

来风，根据 7 月 13 日美国商务部的
公告称，解除对中兴禁令后，商务部

员工处了解到， 其所在的部门为中
兴最大的终端基地之一， 从解除拒

在项立刚看来，亏损肯定会对
经营造成一定的影响，但资金的事

仍将密切关注中兴通讯的行动。 根
据新的协议内容， 中兴通讯需保留

绝令至今，订单大概锐减了 75%；以
往每周都设有的招聘也停止了。

情比较好解决，国家和银行都比较
支持中兴通讯。 就在 6 月 29 日，中

由美国工业和安全局（BIS）挑选并
负责的特别合规协调员团队， 任期

这似乎印证了中兴通讯前总裁
赵先明在 6 月 29 日股东大会上的

兴通讯向中国银行和国家开发银行
深圳市分行分别申请了 300 亿元人

10 年。
这意味未来 10 年，中兴通讯都
处于美商务部的密切关注之下，一

一个说法：“
终端是此次中兴事件受
影响较大的一部分业务。 ”
“你见过比裁员更惨的吗？只发

旦美商务部认定该公司有违反 《美
国出口管制条例》 和未履行协议义

底薪，你离开了，还不用赔钱。”该名
中兴终端员工透露， 下周开始终端

务的行为，可以再次激活拒绝令。
“由于此前中兴通讯被美国制

部门还将会有一场大变革。
对于裁员减薪一事， 本报记者

裁，在没有解决问题之前，他们不敢
签约，所以有一部分人签约，有一部

于 8 月 1 日向中兴通讯方面询问，
但截至记者发稿，未获回应。

其中，在资产负债表中新增其
他应付款 143.89 亿元，利润表新增
营业外支出 67.32 亿元。 此外，由于
中兴通讯的经营活动此前暂停，公

民币和 60 亿美元的综合授信额度。
对于未来恢复经营事宜，付亮
认为，中兴通讯的业务中断时间较
长，加上此前的负面信息，有可能影
响其进入美国、欧洲等地区运营商
的采购名单，中兴通讯最终能够挽
回多少市场份额，尚未可知。

退伍军人灵活就业：滴滴平台帮扶 吸纳退役军人 386.3 万
文 / 衣茉

退伍老兵徐国安就碰到了

台退役军人就业报告》（以下简

就业难、 工资低的情况。 作为

称《报告》）。 《报告》通过研究滴

俗话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

2012 年冬天退伍的老兵，虽然老

滴平台数据和问卷调查挖掘退

目前， 退伍军人的再择业问

金不昧、 乐于助人的优秀品质和

兵”， 目前每年有数十万的军人

家济南有退伍后的工作介绍，但

役军人平台新就业特征，以及退

题一直备受政府关注。 退役军人

行为， 他们把美好出行当成自己

退役回到地方，有一部分是需要

是工资都较低。 直到接触了滴

役军人在新经济平台实现就业

事务部相关负责人 7 月 31 日介

的光荣使命， 无私奉献、 无惧危

政府安排工作的，另外的大部分

滴，才改变了徐国安的命运。

的重要意义，探索在平台就业的

绍， 近日退役军人事务部会同地

难，是城市中
“最可爱的人”。

滴滴成退伍军人新选择

需要自己就业创业，所以就业创

八一建军节前夕，中国退役

退役军人权益保障措施，并为进

方和军队的 12 个部门联合研究

滴滴平台退役军人司机以青

业的工作对退役军人而言是非

士兵就业创业服务促进会联合

一步发挥平台就业吸纳作用提

制定了一个促进退役军人就业创

壮年男性为主， 是出行服务的主

常重要的。

滴滴出行发布了《2018 新经济平

出发展建议。

业的意见。 发布的《关于促进新时

力军，更是支撑家庭的顶梁柱。 在

代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工作的意

滴滴平台上，还有 3.83 万退役女

见》（以下简称《意见》）中，主要对

兵获得收入，实现新就业。

退伍老兵徐国安：滴滴让我找到新的人生

退役军人教育培训、就业和创业

退役军人平台新就业收入远

徐国安，38 岁，1999 至 2007

由于徐国安代驾业务做得

感和使命感使我从一名普通司

明确扶持措施，提出机关、企事

高于平台平均水平， 日均在线时

年服役于北京卫戍区，于 2012 年

好，2016 年在滴滴平台拿过一点

务员晋升为一名车队队长，而我

业单位同等条件下优先招录退

长超过 8 小时的退役军人司机月
均毛收入达 1.4 万元。 滴滴平台

12 月份退伍。 因为在部队学会了

荣誉，“之后，从北京领奖回来我

也用团结一致、勇往直前的精神

役军人， 退役军人可申请创业担

驾驶车辆，因此出来后的 2014 年

的心态就变了， 在工作层面上，

影响着我们的小队，在服务和业

保贷款， 并按国家规定享受贷款

为 21.9 万曾处于就业过渡期的

兼职了短时间的快车。 就是从这

我更希望为平台付出，希望能给

绩上都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

贴息等举措。 同时《意见》表示，

退役军人提供了就业机会， 也是

段经历，他结识了滴滴。

客户带来好的体验。 ”2016 年徐

2017 年，徐国安的小队被评

吸纳退役军人就业的企业可享

66.9 万来自零就业家庭退役军人
的重要收入来源。

当时的徐国安刚刚退伍，几

国安经历严格的筛选和考核，加

为北京优秀团队，而我个人亦被

受税收优惠，退役军人就业作出

年的当兵让徐国安“不谙世事”，

入了滴滴豪华车团队。 通过培

评为优秀队长。 2018 年，凭着个

突出贡献的企业还可得到表彰、

并不了解世界的变化。 当时微信

训， 徐国安对于工作更加认真，

人的不懈努力，徐国安兑现了传

正在渐渐地走入中国网民的视

树立了服务意识、掌握了服务技

承豪华车服务理念的承诺，成为

野中，2012 年微信已经成为大多

巧、实践了服务流程。 在累计服

一名内部讲师。“就像老兵带新

数人的聊天软件，但是徐国安并

务过三千多单，徐国安得到过无

兵一样，大家为了同一个目标走

不知道怎么使用。“退伍军人再

数乘客的感谢和赞美，“我对我

到一起， 我将继续发扬目标明

公司内推，年初成为无锡外卖事

台退役军人司机总量为 386.3 万，

据介绍， 为实现退役军人在

就业是有政府牵头的企业进行

的职业越来越有认同感，对我的

确、勇往直前的作风，带领每一

业部的经理，负责为滴滴外卖开

占全国现有退役军人总量的 6.8%，

滴滴平台更好的就业创业， 滴滴

招聘的， 但是工资很低岗位不

服务也越来越自信。 军人的责任

个新成员完成自身的蜕变！ ”

发新的商户。

即我国每 100 名退役军人中，就

平台成立了专项团队， 打造退役

有近 7 人在滴滴平台灵活就业。

—“鱼水计
军人专属保障计划——

好， 都是一些小厂子小公司，干
的也都是基层的，标准工资也就

徐国安 2016 年获得滴滴十大司机称号

奖励。

40.9%的退役军人司机认为，
新就业形态灵活自由， 滴滴平台

《报告》显示，以滴滴平台为

让他们更有职业归属感， 是他们

因为徐国安认真对待工作，

例， 滴滴平台已成为退役军人在

获得收入、 更好融入社会的就业

在滴滴无锡布局外卖之时，通过

新时代自主择业的重要选择。 平

新渠道。

在平台实现就业的退役军人

划”，以优化完善平台对退役军人

司机中， 近 4 成拥有大学专科及

的权益保障， 切实提升退役军人

2014 年， 滴滴开始在济南

以上学历，近 6 成是中共党员，且

的安全感、荣誉感和归属感。 该计

进行大幅度推广，“1 分钱打车”

掌握多项与出行服务相关的重要

划试点工作已陆续开展， 具体措

红遍全济南，徐国安也用 1 分钱

技能，堪称“技术标兵”，综合素质

施包括：安全护航、医疗保障、贫

一天打了好几次车，“当时就觉

整体高于平台平均水平。 平台退

困救助、 技能培训及其他相关福

得滴滴挺傻的，这样肯定赔钱”。

役军人的五星服务订单占比达

利保障等。

兼职快车时， 徐国安对滴滴有

98%，5 成以上退役军人驾龄超过

近年来， 随着供给侧结构性

了一点了解。 当滴滴在济南招聘

10 年，驾驶技术娴熟，规范意识

改革的深入推进， 新业态和新动

代驾司机时， 徐国安报名成为

强，提供了更具安全感的服务，是

能不断壮大， 为就业打开了新空

滴滴在济南的第一批代驾司机。

平台高质量出行的重要保障。

间。 以滴滴为代表的新经济平台

是三四千。 ”

“当时就觉得挣钱多， 我干代驾

《报告》显示，退役军人司机

也为退役军人就业提供了获取收

一个月做 20 几天， 肯定不是天

负责任、有担当，雨雪天气仍坚守

入、改善生活的机会，降低了失业

天干，1 个月大概能赚 10000 到

岗位，是城市出行的守护者。 而且

风险， 成为新时期退役军人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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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上多数退役军人司机具有拾

的新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