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飞破产重整
丰隆提出投资又撤资

2017年10月30日，新飞全体员工
收到邮件，内容显示新飞公司将停产
整顿。同时，丰隆将控股和管理的新
飞家电有限公司、新飞制冷器具有限
公司、新飞电器有限公司（即常说的
新飞公司，文中简称“新飞”）向河南
省新乡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重整。

知情人士称，新飞宣告停产整顿
的直接原因是无法偿还广州万宝数
千万元欠款。后来公开的《新飞破产
重整计划》显示，“新飞公司净资产
为-11.289亿元，已严重资不抵债。”

2017年11月9日，新乡市中级人
民法院受理新飞公司破产重整案，
11月20日指定金杜律师事务所为管
理人。当时最有意向接管新飞的有
安徽尊贵电器集团有限公司和康
佳，康佳给出12亿元报价，尊贵先交
了5000万元重整投资保证金。

丰隆报名参与新飞公司重整投
资，并缴纳5000万元保证金。丰隆开出
的条件让人无法拒绝：保证员工权益，
偿还所有债务，分期投资10~15亿元，
甚至还说先投资5000万用于生产。

尊贵的保证金被退回，丰隆成
为新飞的重整投资人。今年2月8日，
新飞召开复工仪式。随后，员工回家
过年，等待大年初七开工。大年初七，
外地员工回到新乡，当天被通知等到
正月十七开工。正月十七，又被通知
接着休息。4月13日，丰隆在新加坡证
券交易所发布公告明确从新飞公司
撤资。

经丰隆提出投资又撤资，留给
新飞重整的时间所剩无几，6个月的
重整期限将至，新飞面临破产危机。

新飞的刘炳银时代
曾居中国家电行业前列

新飞电冰箱厂前身是新乡无线
电设备厂。1981年，该厂亏损70余万
元。在此情况下，刘炳银接手，靠组
装黑白电视机和收录两用机，转亏
为盈。随后，他考察市场发现，冰箱
紧俏，下决心生产冰箱。

1984年，新乡电冰箱厂一期工
程——即后来大家说的工厂一部动
工，刘炳银花1800万元从意大利飞
利浦IRE公司引进6条家用冰箱生
产线，随后又安装9条国产生产线，

1986年，年产10万台电冰箱的生产
线正式建成投产，新飞诞生。

据新飞前宣传部长李连印公开
出版的《广告到底》一书记载，1989年
新飞电冰箱厂销售收入达2.14亿，实
现利润2109万元。一位原新飞高管张
震（化名）说，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
新飞的销售额达20多亿元。

据书中记录，1996年初，在国家经
贸委和国家统计局联合公布的“1995年
度中国工业企业综合评价最优500家排
行榜”中，新飞居中国家电行业前列。

多名新飞中高层表示，新飞在
头10年的快速发展得益于刘炳银的
亲民、强势和半军事化管理。

新飞的管理十分严格，老员工
华晨（化名）对红星新闻说，“那时我
们的规章制度几万条。”华晨表示，
尽管如此，没人离开新飞，因为大家
服气，也因新飞那时工资高。

“他是真正拿用户当上帝的
人。”张震记得刘炳银带领员工砸掉
过400台生产不合格的冰箱。新飞生
产线上都有一张跟单，每个细节都
有记录。

此外，刘炳银每年从财务拨款
5%~10%用于研发。

1994年1月18日，河南新飞电器集
团改制为河南新飞电器（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员工内部持股比例占17.04%，
国有资产股权比例占82.96%。

1994年8月，河南新飞电器（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与新加坡丰隆电
器私人有限公司、新加坡豫新电器
有限公司合资成立河南新飞电器有
限公司，三方持股比例分别为49%、
45%和6%。

1996年1月，丰隆投资4.2亿建成
中国最大的无氟冰箱厂房，当年冰
箱销售突破120万台，利润突破3亿
元。新飞迎来发展高峰。

2000年，刘炳银病重，三方谈妥
要把豫新6%的股权转让给丰隆，刘
炳银在病床前签字，丰隆掌握51%的
股权，大于国有资产的49%。2001年，
丰隆投产建成新飞家电有限公司。

同年，刘炳银病逝。

“水土不服”
空降职业经理人遇信任危机

在《广告到底》一书中，作者李
连印试图从新飞“多元化”尝试的失
败解释新飞被同行甩掉的现实。

首先是刘炳银对于上市的不解，
在海尔等进行上市尝试时，新飞错过
良机，在资本的积累上远不及同行。
其次是新飞对专业化的执拗，忽略

“多元化”。刘炳银两次提出“多元化”
尝试均被否决，造成新飞销售额一直
徘徊在30亿元左右。

2005年，新乡市政府以5.1亿元
向丰隆转让新飞集团在新飞电器中
持有的39%的国有股权，丰隆在新飞
电器中取得90%的绝对控股权，并取
得新飞电器的绝对经营管理权，新
飞电器和国企完全脱离。

多名员工向红星新闻记者证实，
2006年，新飞员工从丰隆方拿到一笔

“身份置换费”，同年，新飞制冷器具有
限公司成立，即员工提到的新飞二部。

12年里，丰隆采用“职业经理
人”的管理模式，而新飞老员工受刘
炳银“我靠新飞生存”的教诲成长，
双方冲突巨大，从未彼此适应。

“空降”到新飞的第一位职业经理
人是张冬贵。在员工看来，“打工仔”张
冬贵制定的策略脱离了老百姓。

上述接受红星新闻记者采访的员
工称，新飞在科研上的投入也逐渐减
少，科研人员没有积极性，由于研发时
限紧张，最后研发的冰箱不过是各部
门“兑”出来的，有时，研发人员将钢材
料的门改成玻璃门，改改颜色就算是
新品。

2010年，张冬贵离开新飞。此后，
职业经理人换的速度更为频繁，他们
大多做半年或一年，对新飞刚熟悉就
要离开，和新飞工人没有沟通。

据了解，双方矛盾凸显体现在
2012年，员工因工资低停工，后经政

府协调每人每月涨了500元，涨完之
后每人每月不过2000元左右。此外，
据知情人士透露，管理层也大量流
失。

2016年，新飞一部停产。多名知
情人士告诉红星新闻记者，当时丰
隆想遣散新飞一部的工人，但因没
钱赔偿，政府在中间极力调和，新飞
一部的1000多名工人被分配到新飞
二部和家电厂。由于没那么多订单，
新飞工人开始长达两年时间“上班
—休息”状态，“工作10天歇8天”，拿
最低的基本工资，直到2017年10月
底停产。

据此前报道，2011年后，连续六
年新飞持续亏损。

新飞被公开拍卖
安徽康佳成适格重整投资人

《新飞重整计划》中写道：“新飞
公司原股东权益将被全部调整并以
拍卖方式让渡给适格重整投资人。新
飞公司维持法人主体资格，适格重整
投资人将持有新飞公司100%股权。”

今年5月，管理人作出对5493名
全体员工买断工龄的决定，分两批
进行。随后为新飞估值4.5亿元，放
在拍卖平台公开拍卖。

“按照赔偿协议规定，工龄最多
按12.5年算，每年赔偿一个月的平
均工资。”新飞员工廖帆（化名）告诉
红星新闻记者。廖帆在新飞工作30
年，得知工龄要被买断，他签了字。
他认为只有妥善安置好工人，才能
让新飞没有负担地卖出去，保留住
新飞这个品牌。“可能是我为新飞做
的最后一件事了。”

今年年6月29日，安徽康佳电器
科技有限公司以4.55亿元价格，成
为新飞适格重整投资人。

知情人士称，新飞似乎又回最
初的起点，从亏损开始做起，依然是
国有企业性质。
红星新闻记者 叶雯 发自河南新乡

4.55亿被安徽康佳“买下”

新飞能否重新起飞
7月 3日，河

南新乡，新飞电器
公司总部，一位市
民站在大楼前指
着说：“卖了。”

6 月 29 日，
安徽康佳电器科
技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安徽康佳”）
以 4.55 亿元，成
为新飞适格重整
投资人，新飞避免
破产命运。

1984 年，新
飞建成第一条冰
箱生产线，随后广
告语“新飞广告做
得好，不如新飞冰
箱好”家喻户晓，
这家国有企业曾
一度在中国电冰
箱行业名列前茅。

1994 年，新
加坡丰隆集团（以
下简称“丰隆”）注
资，并慢慢掌握新
飞管理经营权。
2017 年，新飞宣
布停产。生产线断
断续续，后期新飞
日产量不过几百
台，员工甚至一个
月能在家歇息半
个月。

新飞电器在
各方的博弈中，命
运沉浮了34年。

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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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

记

得

19841984年年，，新飞建成第一条冰箱生产线新飞建成第一条冰箱生产线，，随后广告随后广告
语语““新新飞广告做得好飞广告做得好，，不如新飞冰箱好不如新飞冰箱好””家喻户晓家喻户晓。。

22018018年年66月月2929日日，，安徽康佳电器科技有限公司以安徽康佳电器科技有限公司以
44..5555亿元亿元，，成为新飞适格重整投资人成为新飞适格重整投资人，，新飞避免破产新飞避免破产。。

77月月33日日，，河南新乡河南新乡，，新飞电器公司总部新飞电器公司总部，，一位一位
市民站在大楼前指着说市民站在大楼前指着说：“：“卖了卖了。”。”

2012年3月20日，上海中国家电博览会，新飞电器的展示区，上面的广告语是：新飞广告做得好，不如新飞电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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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一具遇难者遗体
完成打捞

经过救援人员连续 9 天的努力，
泰国普吉游船翻沉事故最后一具遇难
者遗体 15 日被打捞上岸，至此，事故
中47名中国遇难者的遗体全部找回。

据泰国普吉府通报，在中泰联合
搜救队和澳大利亚、英国、新西兰、葡
萄牙等国潜水志愿者的共同努力下，
被“凤凰”号船体压住的一具遇难者
遗体 15 日约 18 时 30 分被打捞出水。
随后，遗体被运至普吉深海码头，然
后被送往哇集拉医院进行身份确认
等工作。

在遗体抵达普吉深海码头后，中
国驻泰国大使吕健和中国政府联合工
作组组长、外交部领事司副司长陈雄
风，以及中国驻宋卡总领事周海成等
与泰方共同举行遗体迎接仪式。泰国
普吉府府尹诺拉帕、泰国海军第三军
区总指挥颂讷、副总指挥乍龙蓬以及
中泰联合搜救队员、各国潜水志愿者、
遇难者家属等百余人参加了仪式。

各方在仪式上为 47 名中国遇难
者默哀一分钟。

吕健在仪式上说，经过中泰双方
共同努力，目前事故处置已取得重要
阶段性进展：一是找回全部遇难者遗
体，二是善后和伤者救治工作平稳有
序进行。中方对参与搜救的泰国军
队、警察、民间力量和各国志愿者表
示感谢。 （新华社）

西安首次面向全国
招聘聘任制公务员

记者16日从西安市人社局获悉，
西安首次面向全国公开招聘6名聘任
制公务员。此次招聘的 6 个职位聘期
分别为 3 年和 5 年，涉及一批专业性
强、工作急需、不可替代的职位。

此次招聘经陕西省公务员局批
准，涉及西安市政府金融办、西安市商
务局和西安市审计局等部门的6个职
位。招聘将分为报名、资格审查、考试
测评、体检、考察、公示、审批和办理聘
任手续等8 个环节进行，报名时间为
2018 年 7 月 23 日至 2018 年 8 月 10 日
18时。

西安市人社局工作人员介绍说，
此次公开招聘是西安市首次面向全国
公开招聘聘任制公务员，是落实西安
人才新政和陕西省聘任制公务员试点
改革任务的重要措施。招聘的 6 个职
位，均是专业性强、工作急需、不可替
代的职位，是通过公务员招录、调配不
能满足的职位。招聘将严格按照相关
法律法规进行，把政治品质和工作能
力作为考察应聘人员的重点，在任何
环节发现应聘者不符合职位条件的，
都将取消其资格。

记者了解到，此次招聘的 6 个职
位聘期分别为3年和5年，遵从一职一
薪、待遇从优、有效激励的原则。招聘
职位年协议工资起薪分别为 20 万元
和25万元，具体可面议。 （新华社）

针对美国在《关于301调查的声
明》中指责中国长期从事不公平贸
易，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16日表示，
公平是靠大家平等协商来制定国际
规则，而不能自说自话，根据自身利
益来制定标准，甚至以牺牲其他国家
公平和利益为代价谋取最大利益。

当日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
美国在《关于301调查的声明》中指
责中国长期从事不公平贸易，导致
中国占便宜、美国吃亏。外交部发言

人对此有何回应？
华春莹说，中国商务部上周已经

发表声明，批驳了美方有关错误观点，
指出美方有关指责完全是歪曲事实、
站不住脚。我想再问美方几个问题：

第一，众所周知，美国是世界贸
易规则主要制定者，美元是国际贸
易主要结算货币，而中国是国际贸
易后来者、WTO规则接受者。大家
有谁相信，规则制定者制定的规则
是利人不利己的？

第二，过去 40 年间，中美贸易
规模增长了 230 多倍，去年两国贸
易总量已接近6000亿美元，这既是
经济规律使然，也是中美经贸合作
互利共赢的必然。大家都知道，生意
人不做亏本买卖，资本从来都是逐
利的。难道美国在过去40年里一直
和中国做亏本买卖吗？美方可不可
以请那些长期和中国做生意的美国
企业出来说句公道话？

第三，今天中国已成为120多个

国家和地区的最大贸易伙伴，是世界
上增长最快的主要出口市场，全球吸
引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去年中国
吸引外资居世界第二位，今年上半年
中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同比增长
96.6%。难道这么多国家都在并将继
续与中国做亏本生意吗？

“我想指出，贸易不平衡不等于
不公平。公平是靠大家平等协商来
制定国际规则，而不能自说自话，根
据自身利益来制定标准，甚至以牺

牲其他国家公平和利益为代价谋取
最大利益。”她说。

华春莹表示，如果说，当年中国
入世谈判时，WTO规则的“篮筐”不
会为中国而降低，那么今天，经济全
球化大潮也绝不会因为某个国家包
括美方有些人逆潮流而动而退回到
一个个自我孤立的小河小湖。在今
天这个各国相互依存、命运与共的
时代里，保护主义保护不了自己，单
边主义只会损人害己。 （新华社）

据商务部消息，中国于16日在世贸组织就美国301调查项下对我2000亿美元输美产品征税建议措施追加起诉。 （新华社）

回应美指责中国从事不公平贸易

外交部连发三反问
公平不能自说自话

重庆悦来投资集团原党委书
记、董事长王福清严重违纪
违法被开除党籍

记者 16 日从重庆市纪委监委获
悉，经重庆市委批准，重庆市纪委监委
日前对重庆悦来投资集团原党委书
记、董事长王福清严重违纪违法问题
进行了立案审查和监察调查。王福清
受到开除党籍处分，其涉嫌犯罪问题
及所涉款物被移送有关国家机关依法
处理。

经查，王福清严重违反政治纪律，
为掩饰违纪违法问题，采取与原配协
议离婚并与情妇登记结婚、多次转移
赃款赃物的方式，对抗组织审查调查；
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接受私营企
业主安排的旅游；违反组织纪律，不如
实报告个人有关事项；违反廉洁纪律，
搞权色、钱色交易；违反生活纪律。利
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巨额利益
并收受巨额财物涉嫌受贿犯罪。

重庆市纪委监委通报称，王福清
身为党员领导干部，丧失理想信念和
党性原则，毫无“四个意识”，政治上蜕
变、经济上贪婪，腐化堕落、道德沦丧，
目无党纪国法，擅权妄为，利用党和人
民赋予的权力大肆攫取巨额经济利
益，处心积虑将不法企业主培植成为
个人的“钱袋子”，“围猎”和甘于被“围
猎”，大搞权钱交易，严重污染所在单
位政治生态，严重败坏党和国家的形
象，严重违反党的纪律，并涉嫌违法犯
罪，是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
问题严重集中的典型，情节特别严重，
应予严肃处理。根据《中国共产党纪律
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
等有关规定，经重庆市纪委常委会会
议、市监委委务会议研究并报市委批
准，决定给予王福清开除党籍处分；将
其涉嫌犯罪问题及所涉款物移送有关
国家机关依法处理。 （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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