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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航集团正式更名空客集团

欧洲宇航防务集团 （欧航集团）2

日发表新闻公报，宣布从2014年1月1日

起正式更名为空中客车集团 （空客集

团），所有业务都将统一在空中客车这

一品牌之下。

公报说， 集团旗下子公司空中客车

公司将整合所有商用民用飞机业务，并

保持原有名称不变。

欧航集团是全球第二大航空航天及

防务企业，2012年总收入达565亿欧元

（约合776亿美元）， 全球员工人数超过

14万人。 空客公司是该集团旗下盈利能

力最强的子公司，2012年总收入达386亿

欧元（约合530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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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37年 露华浓新年前夜突然“吻别”

成都商报记者采访发现，成都多家露华浓销售点去年已撤柜，业绩不佳为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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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出租方：成都绿州市容环境（集团 ）有限责任公

司；招租代理机构：西南联合产权交易所；出租标的：青羊

区长顺上街
177

号
3

楼房产；招租方式：网络竞价；面积：

1268

平方米；挂牌底价：

41

元
/

㎡。

二、联系人：张先生 联系电话：

028－86258090

；林先

生 联系电话：

028-86142585

报名地址：成都市高新区天泰路
120

号；详情请登陆
（网址：

http://www.swuee.com/

）

贷款行业的领跑者

银行贷款利息低至5.7厘

日前， 笔者从位于天府广场省科技

馆对面的城市之心25楼成都品信金融专

业贷款机构了解到， 临近年底很多银行

无款可放的情况日渐突出。 想要融资的

读者可以前往品信金融了解， 也可以拨

打快贷便民金融热线：86203336咨询。

怎样让贷款享受最低利息， 省钱又

轻松呢？ 如何让客户享受到贷款像购物

一样轻松的服务呢？ 笔者与品信金融总

经理杨总探讨了贷款难等焦点话题。

抵押最高放大

200%

杨总表示， 品信金融致力于打造首

个成都市利息低、 放款快的金融服务贷

款平台。针对银行的要求各不相同，品信

金融根据最新的银行政策推出了低于同

期银行利率20%， 银行贷款利率低至5.7

厘，最快一天放款。品种有随借随还、先

息后本、到期还本付息等多种还款方案。

年限高达30年， 住宅商铺最高可放大

200%。而且一抵多贷，额度更高，放款更

快。 距成功贷款只有三步： 联系品信金

融、申请办理、成功放款。让贷款像购物

一样轻松。

无抵押无担保均可贷

“只需要提供身份证和购房、 购车

合同等相关证明，无需抵押和担保，先息

后本，放款快，额度高。车贷低至3厘多，

而且单独凭借个人工资也能贷款。”品信

金融业务主管罗经理说，在实际业务中，

个别客户因为征信、抵押物、还款流水等

问题，在部分银行不能正常贷款。品信金

融会根据客户的实际情况， 在35家银行

中设计匹配出最佳的贷款方案， 最高可

以贷到十成， 不足部分可以通过办理大

额信用卡等方式，解决客户的资金缺口。

快速借款，当天拿钱

有全款房、按揭房、合同房、抵押房

（含住宅、商铺、办公）土地、汽车贷款担

保申请快速借款，速度快，当天就能拿到

钱，额度高，方式灵活。在品信金融大厅，

笔者看到做外贸生意的李女士， 年底面

临500万元的资金缺口。 通过朋友介绍，

李女士拨通了品信金融贷款热线：

86203336， 当天下午就贷到了500万元。

通过实地调查李女士的经营门店， 品信

金融又给她追加了100万元贷款，仅仅一

天她就轻松拿到了这笔贷款。

（文

/

张蒙）

“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

中文名取自李白作品的美国知名彩妆品

牌———露华浓没有能将诗意在中国延续下

去。2013年最后一天，已登陆中国37年的露华

浓宣布退出中国市场。

广州尚道营销咨询董事长张恒对记者直

言， 露华浓输在商业策略，“高不成低不就”

的价格和品牌定位， 让其在商场和超市两大

渠道都不受欢迎。

昨日， 成都商报记者走访了其官网上显

示的成都多家大型百货商超网点， 但都没有

看到露华浓的影子， 百货商超有关负责人都

表示， 露华浓因经营业绩不佳，2013年就已撤

柜。就全国而言，目前多数专柜已经收到相关

通知，预计具体撤退完成时间将在2014年2月。

成都多网点一年前已撤柜

由于经营困难亟待重组， 美国化妆品巨

头露华浓公司2013年12月31日宣布将退出中

国市场。为配合此次撤出中国计划，露华浓将

裁员1100人，其中940人为通过第三方公司雇

用的美容顾问。根据露方浓方面的表述，销售

业绩下滑和成本上升是其选择退出的主因。

该计划是露华浓重组的一部分， 预计每

年将节省1100万美元成本。 中国销售额目前

约占露华浓公司的2%左右， 而且出现持续下

滑的迹象。 中投顾问化工行业研究员常轶智

告诉记者， 露华浓退出与其在中国地区的业

绩在全球占比不高有关，还与本土化不足、水

土不服相关。

露华浓官网显示， 其在中国的业务遍布

50个城市。 不过露华浓的门店基本只到一二

线城市，渠道没有下沉。在四川市场，其门店

覆盖区域仅限于成都，有15家门店。

记者来到其官网上显示的网点之一王府

井百货春熙店， 化妆品聚集的一楼并未看到

有露华浓品牌专柜。 王府井春熙店有关负责

人表示， 露华浓在去年夏季就已撤柜，“业绩

做得不太好。”

位于春熙路的群光百货， 同样是露华浓

官网上显示的网点之一， 记者向咨询台有关

负责人询问， 对方表示，“去年露华浓就已撤

柜了，就是因为业绩做不上去。”

记者另外向一家位于建设路的大型百货商

超了解，对方表示，店内一直就没有露华浓品牌。

昨日， 记者多次拨打露华浓官网显示的

联系电话，都无人接听。其官方微博最新一条

更新于12月31日， 微博内容显得意味深长，

“2013年的最后一天， 涂上一支心爱的唇膏

Kiss� Goodbye！”其微博也引来了不少网友的

评论和询问，“真的要退出中国了么？”

退出原因或为业绩走低

财报显示，2013年前三季度，露华浓实现

总收入10.21亿美元，比上年同期下降了1.3%。

露华浓官网显示，其主要产品为彩妆、护肤品

等。1956年，露华浓股票在纽约证券市场上市，

于1976年开始在广州友谊商店开始销售露华

浓唇膏， 标志着露华浓首次进入中国市场。

1996年其在中国成立了露华浓上海有限公司

和上海露富达化妆品营销服务有限公司。

不仅在中国， 近年露华浓在全球多个地

区业绩走低。2010年，露华浓实现总收入13.21

亿美元，同比略增2%；净利润为3.27亿美元，

同比大幅攀升571%。但2011年，露华浓在总收

入同比略增约5%的情况下， 净利润却下跌至

0.53亿美元，跌幅达84%。2012年，露华浓总收

入14.26亿美元，与上年同比增长3.3%；其中净

利润为0.51亿美元，比上年同期下跌4.3%。

露华浓的退出让业内人士大为惋惜，相

比露华浓公司发言人所称“眼下离开中国市

场才是最为明智的选择”，张恒认为，中国是

个很大的市场，化妆品市场每年的增幅在10%

到12%左右，放弃这个市场太不明智了。

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日前发布通知，明确

了动漫产业和宣传文化事业增值税和营业税相

关优惠政策。

两部门《关于动漫产业增值税和营业税政策

的通知》明确，对属于增值税一般纳税人的动漫

企业销售其自主开发生产的动漫软件， 按17%的

税率征收增值税后，对其增值税实际税负超过3%

的部分，实行即征即退政策。动漫软件出口免征

增值税。执行时间自2013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

31日。根据两部门《关于延续宣传文化增值税和

营业税优惠政策的通知》，2017年底以前，对宣传

文化事业增值税和营业税优惠政策作适当调整

后延续。

自2013年1月1日起至2017年12月31日， 对专

为少年儿童出版发行的报纸和期刊、中小学学生

课本、专为老年人出版发行的报纸和期刊、少数民

族文字出版物、 盲文图书和盲文期刊等七类出版

物在出版环节执行增值税100%先征后退的政策。

此外，对少数民族文字出版物的印刷或制作业

务以及列入通知附件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印刷企业

的印刷业务执行增值税100%先征后退的政策。

同时，免征图书批发、零售环节增值税。对科

普单位的门票收入，以及县（含县级市、区、旗）及

县以上党政部门和科协开展的科普活动的门票收

入免征营业税。 对境外单位向境内科普单位转让

科普影视作品播映权取得的收入，免征营业税。

为进一步堵塞税收漏洞，防范打击虚开增值

税专用发票和骗取出口退税违法行为，两部门日

前还发布了《关于防范税收风险若干增值税政策

的通知》，自2014年1月1日起执行。

新华社

财税再扶持 动漫软件出口免征增值税

2013年10月份以来， 沪深股市有至少35

家上市公司， 共获取了超过11亿元的财政补

贴。“补血”的上市公司有的处于严重产能过

剩的钢铁、化工等行业，有的连年靠补贴延缓

退市来“续命”……财政补贴的随意性不断

受到公众质疑。

回顾近年情况， 财政补贴乱象并非止于

上市公司一隅，国家大力保障的民生补贴、产

业补贴、节能补贴在局部地区被异化，财政补

贴俨然成了财政“乱贴”。

不合理的财政补贴补了商家的碗， 肥了

官家的口，却伤了纳税人的心。

上市公司“年年亏损年年补”

财政补贴，被称为“从财政牙缝中挤出的

钱”， 多是为实现特定的经济和社会目标，向

企业和个人提供的一种经济补偿。 但这些有

着特殊用途的资金， 却时常曝出未用在刀刃

上，骗补、截留、腐败现象频出，该补贴的未补

到，却养肥了一窝“蛀虫”和“硕鼠”。

据不完全统计，2013年第四季度上市公

司收到财政补贴近百亿元，环比增长近50%。

设立股市的目的， 就是借助市场规律，

淘汰业绩不佳的公司。然而，在一些地方，凭

借财政的“救命皇粮”，化工、钢铁、LED等

产能过剩领域的上市公司频频得以 “续

命”，催生了“年年亏损年年补”的财政补

贴依赖症。

审计署2013年公布的报告显示， 由于相

关部门资料审核把关不严， 致使近10万户不

符合保障条件的家庭违规领取租赁补贴1.53

亿元，重复领取租赁补贴2100多万元。

套取节能空调补贴超9000万

＊ST南化2013年年底收到经营性财政补

贴2.9亿元， 成为了年度资本市场补贴金额最

大的企业之一。这一剂“补药”，显然能够弥补

公司约1.96亿元的亏损，也使公司免于面临退

市，但这已是该公司经历的第二轮危机。让人

不免质疑类似财政补贴的合理性和科学性。

旨在保护粮农利益的补贴也被一些企业

盯上，在政府官员的“帮助下”流入不法分子

的口袋。2013年7月， 中储粮河南分公司原总

经理李长轩以受贿1407.9万元以及巨额财产

来源不明被一审判处无期徒刑。在判决书中，

揭开了粮食差价补贴的“黑洞”。该公司一些

基层粮库与粮商或面粉生产企业串通， 陈粮

在库中原地未动，账目上却显示大进大出，许

多企业纷纷向李长轩“公关”，骗取了近亿元

原本属于农民的国家补贴。

节能减排补贴资金也大量被企业骗取。

TCL、美的、格兰仕等在内的8家知名家电企

业，在高效节能空调推广项目中，通过虚报节

能空调销售安装数量， 套取中央财政高效节

能空调推广补贴资金超过9000万元。

“补贴掮客”最高可获补贴金40%

� � 由于有些财政资金的决策和资金使用并

不公开透明，财政资金的管理者可自由裁量，

“跑技术不如跑关系”成了一些企业的心态。

为了获取补贴，不惜花重金打通关节，甚至求

助于“补贴掮客”，财政“红利”转眼变成了

权钱交易的“黑金”。

财政部一处长陈某， 因被控从2001年到

2011年的10年间受贿2454.4万元，近日被北京

市一中院一审判处无期徒刑。检方共指控其9

项罪行，主要是在陈某担任处长期间，利用掌

握国家专项资金管理权， 多次为企业获得政

府专项资金提供帮助，其中“冶金独立矿山专

项资金”上“帮忙”的好处费就达700多万元。

此案中的一些“补贴掮客”，最高索取补贴金

额40%的好处费。

重庆检方曾查出的一个农技站 “分肥”

规矩：一张常用农机具秧盘，国家补贴2角5分

钱。农技推广站人员将补贴款骗领到手后，站

里先提1角8分，站长再拿3分钱，剩下的留给

合谋企业。山东某县一村庄，种植一亩小麦，

国家规定给粮农补贴金额是125元，由于被截

留抵扣，到了农民手里只剩下五六十元。

补贴金七成用于“公关”竟称划算

审计署2013年调查发现， 国家能源节约

利用、 可再生能源和资源综合利用项目补贴

中， 在相关政府部门的眼皮底下，102个项目

单位编造虚假申报材料，套取、骗取“三款科

目”资金5.56亿元。“去企业稍作核实了解，就

能看出真面目， 为什么还让造假企业得逞？”

一些未获补贴的企业质疑。

领导自由裁量权越大，其间隐藏的猫腻

就可能越多。“每年数亿LED专项资金，发给

了谁，为什么发，公众难以知晓，财政补贴信

息不透明， 一些补贴资金几乎无迹可寻。”

广东一位光伏产业企业家王伟王伟说。

一家获得过国家财政补贴的奶粉企业，

把补贴资金的七成用于“公关”，竟然表示还

划算，“毕竟进入了未来财政补贴视线。”记

者调查了解到，财政补贴资金重拨付轻管理，

发放过程缺乏监督，使用状况评估压力不大，

导致一些正常的财政补贴中间环节雁过拔

毛，补贴遭遇层层“瘦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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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牙缝中挤出的”财政补贴成“乱贴”

■ 粮农补贴125元，到农民手里五六十元 ■ 租赁补贴1.53亿，近10万户不符条件家庭违规领取

■ 上市公司亏1.96亿，靠2.9亿补贴避免退市 ■ 粮库陈粮未动，账目大动，串谋骗补近亿元

品信投资专栏

业内分析，在中国市场业绩不佳，或成为露华浓撤出中国市场的最直

接因素。销售渠道成为露华浓的短板，在一二线城市，要面对欧莱雅等同

行的激烈竞争，竞争已趋于饱和，而在广大的三四线市场又长期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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