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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个月尽调拿下新飞
拟尽快恢复其市场地位

6月29日上午，新飞公司
100%股权在阿里司法拍卖平
台的竞拍，吸引了近5万人围
观。9时50分左右，安徽康佳
电器科技有限公司加价500
万元，在没有后续竞拍者参与
的情形下，以4.55亿元的价格
拿下新飞。

这是一次有惊无险的拍
卖。事后信息显示，直到起拍
前一天，也只有一家企业缴纳
1亿元竞拍保证金。6月28日
下午，阿里拍卖新飞公司拍卖
界面显示，竞拍者才从1位变
成了2位，新介入者是康佳。

康佳集团副总裁何建军
在接受大河报·大河财立方采
访时表示，在丰隆亚洲主导时
期，康佳就跟新飞公司接触
过，但是因为价格未达成共识
而中止。后来，新飞经营不
善，生产停顿，康佳也一直在
关注。去年11月份，新飞申
请破产重整，新飞重整管理人
与康佳取得联系，康佳也表达
了收购意愿。

何建军说，在这次拍到新
飞公司100%股权以前，康佳
对新飞做了长达8个月左右的
详尽评估和尽职调查。新飞
资产和康佳资产会有较好协
同，如新飞在大容积冰箱、冷
柜、外销以及研发、制造和生
产工艺上面，和康佳都存在明
显互补，另外，新飞有很好的
经营团队和产业工人。

何建军告诉记者，拍下新
飞的100%股权只是开始，接
下来工作更为繁多。

按照康佳的计划，在缴纳
股权款后，要进行股权过户、
资产复核，对接受的资产包，
要进行清点、复核和入账，然

后在此基础上，招聘吸收优秀
的新飞老员工，尽快重建新飞
公司的管理团队和组织架构。

“我们会尽快与新飞目前
的团队进行交流，了解新飞的
设备及其他资产情况，尽快成
立新的经营管理团队，由经营
管理团队拿出一个完整、切合
实际的经营计划。”何建军说，
对新飞的发展，可以肯定的
是，新飞会继续扎根在新乡，
希望通过康佳国有企业和上
市公司的优势，尽快恢复其原
来的市场地位，新飞品牌与康
佳品牌会共同发展和成长。

冰箱巨头身后满目疮痍
复产成解困关键

从国内市场占有率高达
20%，到现在处于破产重整状
态，新飞公司的衰退让业界专
家不胜唏嘘。

记者在采访中获悉，对于
新飞的败落，创始人因认识的
局限而错失上市机会是其一，
丰隆亚洲入主带来的管理不
善，及由此引发的品牌老化、
产品老化和技术创新能力下
降则是明显的致命伤。

资深家电行业观察家刘
步尘告诉记者，丰隆亚洲
2006年全面主导新飞之后，
新飞公司就开始全面落后于
竞争对手，并逐步陷入亏损。
作为一家以投资为主的企业，
丰隆亚洲抱着“养猪”的心态，
只想高价转手，其间发生的高
管大换血、盲目引进西方管理
方式，都在为“一个好价钱”做
准备，但是由于价格问题，新
飞公司始终未能出手。

错位发展和管理理念下
的新飞公司，也在丰隆亚洲主
导过程中出现了严重的品牌
老化和产品老化问题，背后则

是其研发能力的不足。
在资深家电行业观察家

梁振鹏的印象中，新千年之
际，美的、海尔等纷纷转型高
端冰箱刺激消费，以应对一二
线城市激烈的竞争。而新飞
则将主攻方向放在了三四线
城市和农村市场，这直接导致
了其在一二线市场品牌的长
期缺失。尽管新飞随后决定
转型高端，但慢半拍的市场反
应令其被动。

摆在康佳面前的新飞，显
然不仅仅是产品和品牌方面
的问题，还有最重要的渠道危
机。

每一年夏季，都是国内白
色家电，尤其是冰箱、冷柜和
空调在市场上激烈竞争之时，
而因为破产重整的延期，以及
由此导致的长期的停工，新飞
公司旗下的新飞品牌，已经错
失了今年夏季在白色家电市
场表现的机会。

新飞电器原高管李强（化
名）告诉记者，长期的停产和
市场缺失，对新飞公司渠道维
护以及未来发展都有致命影
响。丰隆亚洲主导期间，新飞
已经失去了一些渠道，从全国
性品牌逐渐收缩，如果停产持
续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在李强看来，国内家电行
业竞争的激烈程度，远远超出
了前些年，很多渠道一旦离
开，可能就再也回不去了，不
是难易的问题，是没有机会。

复产，正在成为各方的共
识。何建军表示：“无论如何，
我们都会尽快复产，哪怕短期
内有一些经营上的亏损，也需
要恢复生产。”何建军进一步
表示，不能全部都看清楚了才
干，因为经销商和工人不会
等，而尽快完成复产计划，对
稳定员工信心和提升客户信

心，都非常有帮助。

双品牌运作考量
新飞品牌统一引关注

按照康佳集团的计划，在
完成对新飞公司的完全收购
之后，将采用“新飞+康佳”双
品牌的方式，来对其白电事业
进行加强。

何建军告诉记者：“在双
品牌方面，为实现价值最大
化，新飞和康佳白电两个平台
之间，肯定不会是单一割裂，
而是要作为一个整体去运作，
除了在集团设立统一的事业
部，也会在品牌、渠道、生产制
造和研发设计等方面进行统
一考量。”

但实际上，康佳要完成两
个品牌的融合并不容易。行
业数据显示，在国内家电市
场，按照销售规模和成长性而
言，康佳在白电板块2017年
的销售仅为17.37亿元，同比
增长2.1%。而白电巨头美的
集团在2017年的这两个数字
分别为2419亿元和51.35%，
其净利润更高达 172.98 亿
元。

这意味着，不管是营收，
还是成长性，康佳白电都与美
的集团存在较大差距，康佳白
电品牌在国内白电品牌行业
中的地位也有待提升。

家电行业资深观察家刘
步尘认为，除了行业优势较
弱，新飞品牌的混乱授权，也
会给康佳集团的双品牌运作
带来麻烦。

2005年，丰隆亚洲增资
新飞电器，同时与新乡市签署
协议，冰箱空调大家电领域的
新飞商标归新飞公司用，而小
家电领域的新飞商标归新飞
集团使用。

这次商标使用权的划分，
为新飞公司后续发展带来了
不小的麻烦。因为新飞集团
又把“新飞”小家电品牌授权
给一些小家电生产商，生产燃
气灶、热水器等小家电。

这种授权给“新飞”品牌
带来了较大的伤害，在各地
工商局、质监局的家电质量
检查行动中，经常会传出新
飞小家电不合格的信息，新
飞品牌的品质形象和美誉度
也被牵连。

梁振鹏则直接指出，如果
“新飞”品牌无法统一，康佳集
团再努力也无法将其做到一
流，只要其中一个小家电产品
出事，新飞公司都会一损俱损。

实际上，解决新飞品牌的
统一性问题，也正是康佳集团
接下来要着力解决的问题。

何建军在康佳拍下公司
股权后表示，接下来会积极争
取新乡市政府的支持，尽量实
现整个新飞品牌统一，如果能
实现，对康佳的“双品牌”运作
和新飞的未来发展都更有利。

点燃重生希望
“康、新”融合临多维考验

并购并不是一件容易的
事情，需要资金、人才，也需要
企业文化和渠道体系的再造，
这需要时间，也考验管理智慧。

近年来，尽管康佳集团在
多元化方面颇有斩获，但从其
实体产品而言，彩电依然是不
折不扣的支柱之一，而在康佳
2017年 312.28 亿元营收中，
来 自 彩 电 的 营 收 达 到 了
119.95亿元，仅次于其供应链
管理业务。

此次康佳竞拍新飞，也让
更多人联想到了十几年前海
信并购科龙电器，一样是“黑
电”收购“白电”，一样是收购
处于停产和濒临破产的知名
白电企业。2005年，海信集
团收购科龙电器，但7年后才
最终让海信科龙实现扭亏。
这期间，为了救活科龙电器，
除了连续的财务投入，海信集
团也几乎将海信白电全部的
骨干抽调至科龙电器。以至
于海信集团董事长周厚健后
来表示，“早知道如此就不收
购了”。

康佳收购新飞，也同样面
临企业融合难题。

“作为一个老新飞人，肯
定是希望新飞变得越来越好。”
李强表达了自己的担忧，“如果
是白电行业巨头收购新飞，还
能用它先进的技术、产品、资金
和渠道迅速再造新飞，最大程
度恢复昔日的荣光。但康佳
白电的市场表现，为其整合增
添了更多复杂因素。”

在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教
授陈光明看来，康佳集团整合
新飞面临的最大问题，可能会
出现在企业文化的融合方面。

在陈光明看来，企业文化
是在企业长期发展中形成的，
从企业高层的战略抉择到基
层员工的做事方式，企业文化
几乎无处不在。如果在文化
上无法认同，全面融合也无从
谈起。

陈光明告诉大河报·大河
财立方记者，新飞公司发展了
几十年，早已形成了比较稳定
的企业文化，所谓“新飞人”本
身就是一种文化认同的表
现。在尊重地域差异的基础
上，康佳集团能否认同这些文
化，将成为康佳能否成功整合
新飞公司的关键之一。

实际上，在海信对科龙电
器的整合中，除了海信将其重
视财务、经营数据的理念注入
科龙电器，也吸收了广东地域
灵活的机制，将其作为海信科
龙的文化特质保留了下来。

何建军表示，在完成新飞
的管理团队组建以后，在管理
机制和管理方式上，将最大限
度保留新飞管理模式中优秀
的部分，结合康佳现有的管理
优势，一起用好资源，充分应
对市场。

康佳入主新飞待考
收购易整合难，拿下新飞的康佳面临文化、品牌、渠道等多维考题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 吴春波 文图

核心提示 | 新飞顺利完成了股权拍卖，但这家白电企业的重生之路，才刚刚开始。
随着6月29日河南新飞电器有限公司、河南新飞制冷器具有限公司、河南新飞家电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飞公司）100%股权花落康佳集团，新飞公司也在离开国企身份十
几年后，再次进入国企阵营。

新飞公司重生，不仅仅是一家黑色家电企业对白电企业的收编，更面临新飞品牌统
一、渠道整合和文化融合等多维考题。

尽快复工是摆在新飞面前的一个紧迫任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