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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多宝官司败诉遭遇巨额赔偿 上市之路蒙尘
本报记者 蒋政 北京报道

筹划在三年之内上市的加多
宝，最近遭遇到巨额官司赔偿。而这
可能并不是最后一次。

家公司自判决发生法律效力起十日
内，需赔偿广药集团相关经济损失及
合理维权费用共计 14.41 亿元。
这场拉锯四年之久的官司，似

近日，白云山（600332.SH）发布

乎仍未落锤。 加多宝明确回应：不服
判决，将继续上诉。只是，如此重大诉

公告称，广东高院关于
“
王老吉”商标
法律纠纷案件的一审《民事判决书》

讼案件，以及此前高层更迭、合作伙
伴提出仲裁等事件，都似乎让加多宝

的判决结果显示，加多宝集团相关 6

的上市之路蒙上了一层阴影。

巨额赔偿官司
加多宝选择继续上诉， 一审判决未生效就不能执行。 从目前
看，一审判决耗时接近 4 年，二审可能也会持续一段时间。

上市之路
除了人员流动，据加多宝内部人士透露，加多宝的业务也在进
行调整。 公司费用缩减，业务难度增加，一些预亏的业务就必
须放弃。
“
上述官司属于重大诉讼事件，
对加多宝上市进程会产生一定影

战略目标：公司准备重组上市。 ”
与此同时，加多宝一线工作人

响。 ”王金华说，
“
此外，加多宝实际

员也出现较大变动。 记者联系多位

控制人陈鸿道仍处于被追逃状态，
这也是影响其上市的一个因素。 ”

在加多宝任职多年的员工， 多数均
已离职。 加多宝此前品牌部相关负

今年 3 月，加多宝新上任总裁
李春林召开会议提到，“二次创业，

责人告知记者，他已于一年前离职，
接任者也已经离职。

开源节流，整合优势资源，三年内
实现公司成功上市。 ” 为此，加多
宝进行大刀阔斧的变动。

“公司实施开源节流， 除了主
动裁员， 很多人也主动选择离开。
从人才的角度来说，这也会损伤企

3 月 19 日， 加多宝集团董事

业的稳定。 ”上述加多宝内部人士

局解除总裁王强及副总经理徐建
新所有职务，委任李春林为集团总

提到。
记者登录商业调查工具企查

裁。 业内普遍认为，这是加多宝为

查了解到， 加多宝集团旗下多家公

加多宝选择开源节流，或与其

在 7 月均发公告指出加多宝未能

上市主动求变，重新梳理公司组织
架构。

资金情况有关。中粮包装负责人在
上述业绩会上提到， 在 2017 年上

如期履约，中粮包装甚至选择向中
国香港国际仲裁中心（HKIAC）提

“
（官司的事） 大家都没感觉

5 月 19 日期间,是合作关系,并依据

了，也不会去讨论这事。 ”加多宝
一位内部人士告诉《中国经营报》

协议履行义务享受权利, 加多宝根
本不存在所谓侵权问题。

记者。
不过， 加多宝官网则态度鲜明
地表示：“加多宝不服该一审判决，
并立即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也正因为此， 双方诉诸法庭。
2014 年 5 月，广药集团向广东高院
提起民事诉讼， 请求判令广东加多
宝 赔 偿 自 2010 年 5 月 2 日 始 至

该一审判决不会生效。 ”
这次持续 4 年之久的官司的

2012 年 5 月 19 日止， 因侵犯广药
集团
“
王老吉”注册商标造成广药集

核 心 在 于 ，2010 年 5 月 2 日 至

团经济损失 10 亿元。同时浙江加多

2012 年 5 月 19 日期间，加多宝是
否存在侵犯广药集团“王老吉”注
册商标， 进而造成广药集团经济

宝、加多宝中国、福建加多宝、杭州
加多宝、 武汉加多宝承担连带赔偿
损失责任。 此后又将赔偿金额提高

向左向右？

损失。
根据相关公告显示， 广药集团

至 29.30 亿元。
面对一审判决的 14.41 亿元的

对于加多宝而言，未来如果上市遇阻，其发展前景或将蒙尘。 如果上市成功，它与王老吉的“相爱相杀”，或许仍将持续很长
一段时间。

拥有王老吉商标注册所有权， 并在
2000 年 5 月签订协议授权加多宝

赔偿金额，白云山在公告中却提到，
本次判决不会对本期和期后利润产

加多宝与王老吉相爱相杀多
年，凉茶行业也从高速增长走向低

面对数据上的冲突，王老吉方
面表示， 可能是统计口径不同所

天平另一端的王老吉也在谋
求突围。 根据白云山 2017 年财报

4 家王老吉现泡凉茶概念店。
同时，王老吉和加多宝均在寻

所隶属的鸿道（集团）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鸿道集团” ）使用王老吉商

生影响。
“
加多宝选择继续上诉，一审判

毛利时代。 相关数据显示，
2009~2012 年之间凉茶品类保持

致。加多宝方面始终没有回应记者
的采访。

显示，公司大健康板块（主要产品
包括王老吉凉茶、灵芝孢子油胶囊

求向海外市场布局。据相关媒体报
道， 王老吉采取的是贸易先行，通

标至 2010 年 5 月 1 日。 期间，双方
曾签订了两份补充协议， 将合同期
限至 2020 年 5 月 1 日。
不过，广药集团提出，时任广药

决未生效就不能执行。从目前看，一
审判决耗时接近 4 年， 二审可能也
会持续一段时间。另外，二审之后还
有再审程序。也就是说，这个官司离

了 16% ~18% 的 高 速 增 长 。 而 在
2016 年， 中国凉茶行业市场销售

不过，据《中国经营报》此前报
道，在北方地区某著名连锁商超的

等） 营收 85.74 亿元， 同比增长
10.35%，毛利率增加 4.47%。

过多元方式拓展海外市场，更进一
步的目标是直接在海外建厂。

收入增幅告别两位数，仅为 4.2%。
据欧睿国际提供给记者的数

内部数据显示： 在 2017 年 1~7 月
份， 加多宝的销售数据同比下滑

王老吉也在不断加快产能布
局，7 月初， 王老吉宣布拟投资 8

加多宝则一直宣称把凉茶文
化推广到全世界。 在 2015 年，加多

集团总经理的李益民收受了鸿道集

真正的尘埃落地还有一段时间。”品

据显示，2017 年，在“其他天然健

30%以上。

亿元在兰州建立王老吉凉茶生产

宝在马来西亚、 柬埔寨设立工厂、

团董事长陈鸿道 300 万港元贿赂。
2012 年 5 月，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
裁委员会作出裁决， 认定上述两份
补充协议无效， 要求鸿道集团停止
使用王老吉商标。

源律师事务所律师王金华告诉 《中
国经营报》记者。
有媒体统计， 自 2012 年分手
后，双方从商标、红罐再到广告语等
方面开始了漫长的诉讼。 官司数量

康即饮茶”一项中，市场占有率前
三名为加多宝、 王老吉与和其正，
分别为 54.3%、27.8%和 7.4%。
王老吉方面相关负责人给记
者回复称，“2017 年， 综合多家市

与此同时，加多宝面临着巨额
赔偿、 裁员以及合作伙伴仲裁等
“
场外因素” 袭扰。 对于加多宝而
言，未来如果上市遇阻，其发展前
景或将蒙尘。 如果上市成功，它与

基地和王老吉大健康（甘肃）研发
中心项目。 在此的一个月前，王老
吉华北最大的生产基地河北邢台
正式投产。该基地将建设 3 条绿盒
凉茶饮料生产线，年生产凉茶饮料

草本原料的基地，并在“一带一路”
沿线制定相关项目。
可以确定的是，未来双方的竞
争仍会继续， 并将可能走出国门。
而这一罐凉茶引发的“恩怨情仇”，

加多宝则认为， 广药和加多宝
双方在 2010 年 5 月 2 日至 2012 年

最高时超过 20 起， 涉案金额高达
47 亿元。

场调研机构的数据，王老吉在全国
凉茶市场的占有率达到 70%。 ”

王老吉的
“相爱相杀”，或许仍将持
续很长一段时间。

500 万箱。 另外，王老吉还向
“
新式
茶饮”市场开拓，在珠江当地开设

也注定是中国商业发展史上色彩
浓厚的一笔。

筹划在三年之内上市的加多宝，最近遭遇到巨额官司赔偿。

比如航空渠道， 因为费用偏高，只
能选择放弃。 ” 他同时表示。

本报资料室 / 图

说明公司资金并不充裕。
与此同时，中粮包装和奥瑞金

中粮包装相关负责人在 2017

司，与昔日多位员工对簿公堂，缘由
大多与离职事宜有关。
除了人员流动，据加多宝内部

年业绩发布会上谈到此事时也印证

人士透露，加多宝的业务也在进行

半年，加多宝确实资金紧张，还面
临法律问题，导致销售疲软。另外，

出仲裁申请。两家公司品牌部相关
负责人也告诉记者，目前暂无更新

了上述解读。“
最近加多宝管理层变
动大，这主要是源于加多宝的下一个

公司费用缩减，业务难度增
调整。“
加， 一些预亏的业务就必须放弃。

加多宝的渠道和自身库存并不多，
一方面说明公司周转快，另一方面

的消息可以分享。 如有进展，可关
注公司公告。

上接

达芙妮 3 年关近 3000 家店 新零售能否助其走出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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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化跨界受挫

国产女鞋行业正面临严峻考

2018 年上半年公司净关闭 416 个

家店，可以看出其在进行店面布局

大举进军电商平台时， 达芙妮似

业务， 并在指定店铺推出网上订

验，在 2017 年百丽国际私有化退市
后，“
大众鞋王” 达芙妮的关店情况
也在剧增。
根据达芙妮国际控股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达芙妮”，00210.HK）

核心品牌销售点，其中二季度关闭
294 个， 包括 287 家直营店及 7 家
加盟店。
公告中同时显示， 公司 2018
年上半年亏损将与 2017 年下半年

时存在一定问题，这与整体鞋服行
业人工成本，材料成本不断上涨也
有关。 另外，达芙妮还面临产品老
化、品牌定位不清晰、库存积压严
重等问题。

乎忽视了这一趋势。 对于大幅关
店前的达芙妮来说， 由于线下门
店众多， 想要平衡线上线下仍有
难度。
如今，面对新零售的冲击，达

单门店自提等业务。 这次，试图追
上新零售浪潮的达芙妮， 能否走
出困境呢？
针对达芙妮关店、 业绩下滑等
问题，达芙妮上海运营总部的电话显

7 月 27 日发布的最新 公 告 显 示 ，

亏损相近。达芙妮 3 年关掉近 3000

值得注意的是， 在鞋服企业

芙 妮 从 2017 年 初 开 始 推 进 O2O

示是空号。

娃哈哈业绩从 2014 年开始
持续下滑。
近年来，娃哈哈集团尝试过
不少跨界经营， 包括投资童装、
商业地产、白酒企业、婴幼儿奶
粉等。 但娃哈哈的跨界经营状况
不尽如人意。
据《中国经营报》记者调查，
在 2013 年 11 月，娃哈哈高调宣
布投资 150 亿元，在贵州茅台镇

实体店的寒冬
日前， 达芙妮发布公告表示将
继续采取关店策略。根据公告，2018

甸、南非等地。 ”在生产千百度、
他她、奥康、红蜻蜓等鞋类品牌

为了解达芙妮的实际销售情
况， 在走访了北京多家达芙妮门店

的鞋子比较老气，近年来，她们一
般在淘宝原创店铺买， 款式好看

国际品牌和本土中高档品牌， 理应
是其主场的三四五线城市， 又被线

年上半年公司净关闭 416 个核心品
牌销售点， 其中， 二季度关闭 294
个， 包括 287 家直营店及 7 家加盟
店。 截至 6 月 30 日，达芙妮集团核
心品牌业务共有 3173 个销售点，比
上年同期 4292 个减少了 1119 个。
实际上， 达芙妮的关店潮可以追溯
到 2015 年，据统计，2015 年和 2016
年， 该集团分别净关店 805 家和
1030 家门店。 2017 年，全年净关闭
1009 个销售点。
“2012 年，传统女鞋迎来关店
潮。 2017 年，百丽退市。 目前女鞋
企业的线上、线下业绩表现普遍
较差。 在人工成本，材料成本不
断上涨的情况下，好多鞋企厂房
搬迁到人工成本相对较低的缅

的 工 厂 中 工 作 的 马 明（化 名）说 。
“现 在 很 多 渠 道 布 局 改 变 了 ， 同
类竞争逐步加剧。 达芙妮在进行
店面布局的时候，没有科学性规
划，这使得它的整体店面情况比
较混乱。 在店租和人力成本不断
提高的情况下， 不得不关店止
损。 ”著名战略定位专家、九德定
位咨询公司创始人徐雄俊同时
表示。
关店数量剧增， 达芙妮业绩的
亏损状态也将继续。公告显示，公司
2018 年上半年亏损情况将与 2017
年下半年亏损相近。 数据资料得出
2017 年下半年亏损为 5.31 亿元。 达
芙妮方面表示， 亏损主要是由销售
量减少所带动。

时发现， 达芙妮目前正在进行夏季
清仓处理，产品价格在 49~199 元区
间， 秋季新款一般在 300~400 元左
右，且各个门店大都以“达芙妮”品
牌为主，
“圆漾” 等品牌基本没有看
到。 一位在北京达芙妮（金四季店）
工作了 10 年以上的导购表示，目前
北京只有四家店去上海总部拿货。
从 4 年前， 达芙妮就开始走下坡路
了，每年基本都处于亏损状态，今年
上半年亏了 5 亿多。 像现在清仓处
理的凉鞋一双 199 元， 进价就要
180 元以上，赚不了多少钱。 另外，
以前达芙妮凉鞋都是高跟厚底，现
在请了新的设计师， 样式逐渐往舒
适度、时尚性方面发展。
多位女性消费者表示，达芙妮

也时尚，质量还可以。 另外，对实
体店来说， 有一些和达芙妮质量
差不多的品牌， 其款式却比达芙
妮好看，例如，卓诗尼、千百度等。
“整个女鞋行业同质化严重。 达芙
妮存在自身品牌定位不清晰，分
品牌之间的定位区隔不明显，管
理比较混乱。 没有做到像宝洁旗
下，海飞丝去头屑，飘柔柔顺这种
分品牌管理模式。 ”徐雄俊说。 中
国品牌研究院研究员朱丹蓬也表
示，对达芙妮来说，其最关键的是
产品没有跟上新生代的核心需求
和诉求。 没有对消费者作出快速
反应。 从而导致它与百丽这一类
的品牌陷入了实体寒冬。
“达芙妮在一二线市场做不过

上中低端品牌，和线下类似大东，但
低成本又能做到极致的鞋类品牌侵
蚀和辗压。 ”服装行业观察人士、上
海良栖品牌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程
伟雄表示。
服装行业观察人士马岗称，整
体女鞋行业，不管是百丽、星期六
还是达芙妮，业绩都不好，说明行
业正进行周期性下行。 传统企业对
渠道特别重视， 但对消费者研究、
产品创新、偏向互联网的营销重视
还不够。 在面临库存积压、低周转
率及大量关店的情况下，企业需要
调整产品结构、店铺结构和营销策
略，以谋取转型。 当下，企业业绩的
好坏是综合实力的较量，只做好一
样还不够。

除了实体遭遇寒冬， 达芙妮线
上业务也业绩惨淡。 根据行业媒体
报道， 达芙妮电商的营收占总营收
不到十分之一。 其实， 在众多品牌

学快营销研究员孙巍表示， 达芙妮
是以线下渠道加盟连锁为模式的女
鞋品牌，没能在线上发力抢占先机，
而是选择了观望及保守。 当越来越

关于电商对达芙妮的冲击，马
明认为，在网购的影响下，无数新
品牌的崛起。 这些新品牌没有工
厂，没有实体店，下单后由代工工

朱丹蓬同时表示，在电商方面，
达芙妮没有建设好自己的品牌。 对
消费者需求的把握上做得并不到
位。对相对年轻的消费者来说，达芙

对此，马岗表示，新零售是指新
技术、新兴消费群体和新营销方式。
达芙妮的这些举措， 会在一定程度
上对其现状有所改善。 网上订单门

中，达芙妮是最早具有革新意识的，
只是没能重视在电商的布局。 2006
年， 达芙妮就开始涉足电商。 2009
年之前，其处于线上试水阶段。2009
年， 达芙妮开始组建自营电商公司
“爱携”。 2010 年，达芙妮以 3000 万

多的消费者转到线上购物时， 达芙
妮连锁店就面临着人流量萎缩和运
营成本上涨的双重挤压， 最终也未
能及时决断，从而错失良机。
品牌营销专家张兵武认为，达
芙妮在线下有很多门店，基本上很难

厂直接做货，这使得这些品牌更新
速度非常快。 网络上无数的新品牌
扩大了消费者的视野，品牌之间的
竞争变成了产品本身的竞争。 新品
牌更具时尚感，更舒适，价格相对
达芙妮来说也更便宜，更能迎合当

妮的价格相对其他品牌来说较高，
在网络上她们有更多的选择。
忽视了电商的达芙妮，如今似
乎不想再错失时机了。 从 2017 年
初，达芙妮开始推进其 O2O 业务，
并指定店铺推出网上订单门店自

店自提服务，能解决线上线下销售、
供应链的联动， 但只做仓库共享是
不够的。
“
零售没有新旧，只是借助技术
作为工具， 让消费者在各个流量入
口得到及时的服务， 而利用技术搭

元入股耀点 100，不过两年后，耀点
100 倒闭。 2013 年，达芙妮才表示要
重塑电商，但直到 2015 年电商业务
才在其财报中体现， 且如今依旧占
比不大。
“
当电商席卷整个鞋服业时，达
芙妮确实忽视了这一趋势。”清华大

做到线上线下的相对平衡。 早些年，
线上主要拼的是价格。达芙妮本身的
品牌定位，决定了其要先确保线下的
利益，所以早期很难重视线上。 这样
导致在线上分流的时候，达芙妮没有
及时警醒过来。当整个市场形成的时
候，它就很难有竞争优势了。

代 90 后、95 后的需求，达芙妮就这
样被淹没在网络中了。 另外，不计
其数的海外代购和海淘也在抢达
芙妮的份额。 根据亚马逊公布的
《2016 跨境电商趋势报告》显示，服
装和鞋靴是最受中国消费者喜欢
的品类。

提服务。 同时，其还努力改善顾客
在线购物体验，提升产品展示及描
述、产品搜索、顾客服务及售后服
务。 另外，达芙妮还积极与时尚博
主和具有时尚影响力的人士合作，
在社交媒体上与潜在顾客进行更
多互动。

建的体验平台或流量入口依然需要
回归产品。没有适合的产品，任何热
点都无法转变企业困境。 本土企业
的成长中都有一招鲜的成功案例，
不过，放弃自己固有优势，折腾不擅
长的方面会导致转型升级很难成
功。 ”程伟雄说。
郭香莲

追赶新零售浪潮？

发展酱酒的计划历经 4 年至今
尚未实施。 记者登录国家企业信
用信息公示系统查询到，娃哈哈
控股 80%的领酱国酒销售公司
2014 年、2015 年销售收入分别
为 7832 万元、3269 万元。
由此可见，跨界投资并未给
公司业绩带来提升。 公开数据显
示， 娃哈哈业绩从 2014 年开始
持续下滑。 2013~2016 年，娃哈
哈的营业收入分别为 782.8 亿
元 、720 亿 元 、494 亿 元 、529 亿
元， 直至 2017 年， 营收缩减至
456 亿元，5 年营收缩水超 300
亿元。
“在娃哈哈多元化的投资领
域，主要集中在服装、白酒、零售
这些竞争已经非常激烈的行业
上面，关键的问题是娃哈哈不熟
悉这些行业的发展。 ”战略专家
徐雄俊如此评价说。
在羊奶粉领域业正是如此。
目前市场上可见的产品主要以
婴幼儿配方奶粉比较多，成人羊
奶粉新品牌并不多。 此外，价格
区间从六七十元到三四百元都
有。 记者注意到，一款标注荷兰
进口的高钙羊奶粉，400 克规格
在网上售价仅为 79 元。 相对莫
尔希亚的售价， 加上赠品总计
1950 克售价 592 元，核算 400 克
的售价也高达 121 元。
“娃哈哈以什么来支撑他的
高端产品定位？ ”王丁棉说，西班
牙奶源、富硒、娃哈哈品牌、宗庆
后名人效应都很难支撑，中老年
羊奶粉必须要靠 2~3 年的培育
期， 因此娃哈哈必须要有耐心，
不能操之过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