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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1 GDP：增长6.8%，折射中
国经济韧劲十足

毛盛勇以“异常复杂严峻”描述
上半年国内外环境。在此背景下，
6.8%的增速尤为可贵，折射出中国经
济韧劲十足。

数据2 财政收入：增长10.6%，运
行将继续保持平稳

上半年，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04331亿元，同比增长10.6%。其中，
税 收 收 入 91629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4.4%；非税收入12702亿元，同比下
降10.8%。财政收入实现两位数增长，
体现我国经济“稳”的态势稳固。税费
升降之间，印证经济结构优化、降费
措施持续发力。财政部国库司负责人
娄洪预判，下半年财政收入增速将有
所放缓，但总的看，财政收入运行将
继续保持平稳。

数据3 居民收入：实际增长
6.6%，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

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14063元，同比名义增长8.7%，扣除
价格因素实际增长6.6%，显示居民收
入与经济增长基本同步。城乡居民人
均收入倍差2.77，比上年同期缩小
0.02，城乡收入差距继续缩小。

数据4 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
达到78.5%，基础性作用进一步增强

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9609元，同比名义增长8.8%，比一季
度加快1.2个百分点，扣除价格因素实
际增长6.7%，加快1.3个百分点。消费
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78.5%，比
上年同期提高14.2个百分点，消费的
基础性作用进一步增强。

上海财经大学电子商务研究中
心主任劳帼龄认为，在跨境电商综合
试验区扩围等扩大开放政策带动下，
人民群众消费升级需求将得到更好
满足，新动能将更好成长。

数据5 贸易顺差收窄26.7%，有
序转换提质增效

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
值14.12万亿元，增长7.9%；贸易顺差
9013.2亿元，同比收窄26.7%。这是我
国贸易顺差连续第8个季度呈现同比
收窄态势。对外经贸大学中国世界贸
易组织研究院院长屠新泉认为，贸易
顺差连续收窄是我国宏观经济变化
的必然结果。应该看到，我国外贸增
长动能呈现有序转换、提质增效态
势，部分装备制造产品出口、优质消
费品进口保持良好增势。

数据6 CPI温和上涨2%，市场供
求基本平衡

上半年，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上涨2.0%，涨幅比一季度回落
0.1个百分点，呈现温和上涨态势，说
明整个市场供求基本平衡。

（据新华社）

中国经济发展态势

国家统计局16日发布数据，初步
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GDP）
418961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
长6.8%。分季度看，一季度同比增长
6.8%，二季度增长6.7%，连续12个季度
保持在6.7%至6.9%的区间。

从生产看，上半年，全国规模以
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实际增长6.7%，增
速比一季度回落0.1个百分点；全国
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8.0%，增速
比一季度回落0.1个百分点，保持较
快增速。

从需求看，上半年，全国固定资产
投资同比增长6.0%，增速比一季度回
落1.5个百分点。其中，民间投资同比
增长8.4%，比上年同期加快1.2个百分
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
9.4%，增速比一季度回落0.4个百分
点。全国居民人均消费支出9609元，同
比名义增长8.8%，比一季度加快1.2个
百分点，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6.7%，
加快1.3个百分点。

居民收入稳定增长，就业形势稳中
向好。上半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同比名义增长8.7%，扣除价格因素实
际增长6.6%。6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
率为4.8%，比上年同月下降0.1个百分
点；31个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4.7%，比上年同月下降0.2个百分点。

此外，经济结构继续优化。从产业
结构看，上半年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速
比第二产业快1.5个百分点；占国内生
产总值的比重为54.3%，比上年同期提
高0.3个百分点。从需求结构看，最终消
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78.5%，
高于资本形成总额47.1个百分点。

“总的来看，上半年国民经济延续
总体平稳、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支撑
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有利条件积累
增多，为实现全年经济社会主要发展
目标打下良好基础。”国家统计局新闻
发言人毛盛勇说，要坚持以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为主线，持续扩大有效需求，
确保经济平稳健康运行。

数数//据据//透透//视视

同比增长
上半年GDP

四年一次的世界杯是商家难得的营销机会，而华帝股份因为借势
营销狠狠地当了一次“网红”。随着法国队击败克罗地亚顺利夺冠，华
帝官微公布了详细退款流程。一时间，市场上不少人认为华帝这次可
谓赚得盆满钵满，是一次成功的营销案例。但笔者经过仔细地观察发
现，事实上可能并非像有些人说的那样成功。

首先是华帝股份一级经销商“跑路”的消息，在世界杯活动期间
充斥着新闻媒体，与如火如荼的“夺冠退全款”活动形成鲜明对比。

为什么要“跑路”？外界均猜测是营销方案中让经销商兑付线下
渠道“退全款”活动，导致该经销商被“吓跑”。

根据华帝股份的营销方案，此次营销活动费用是总部与经
销商一起承担的：总部赔付电商渠道，经销商赔付线下渠道。
不难发现，经销商分担了较高的营销成本。后来，根据媒体的
报道，该经销商已恢复联系，华帝股份也发布了澄清公告。但
此次一级经销商“跑路”事件显然对公司信誉造成一定的负
面影响。

与此同时，在华帝股份搞这项世界杯营销新玩法之时，
由“跑路”经销商引发的资金链断裂、库存积压等一系列问
题，最终导致华帝股份“先款后贷”的经营模式隐患被暴露出
来，让市场人尽皆知，也让市场看到了华帝世界杯营销活动光
鲜背后的另外一面。所谓“先款后贷”，通俗来讲就是货被经销

商提走，就算销售出去了。这一模式无疑存在较大隐患，在华帝
股份给经销商增大授信力度背景下，这样做很容易导致应收账款

和应收票据节节攀升，给公司带来经营风险。
其次是“夺冠退全款”活动缺乏足够的诚意，无形中影响了公司

的品牌形象以及声誉。在世界杯营销活动期间，有地方经销商将其他
产品一起参与活动捆绑销售。消费者要想参加华帝股份此次世界杯活
动，须多购一台4999元的热水器。这样一来，就等于“退全款”打了对折。
例如多购买一台热水器之后，套餐商品总价是9998元，即使退款也只能
退款4999元而非全额。

以上两个问题或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若企业自身存在较多的问题，
就像一颗随时可能爆炸的“地雷”。即便借势世界杯营销，也只能取得一
时效果，最终也可能被市场无情淘汰。企业宝贵的资金大量被用来投入
到营销广告上面，虽能在短期内拉动销售、提升业绩，但毕竟属于粗放
型增长模式，风险较高，也会使其承受过高的资金压力，影响其长远健
康发展，显然得不偿失。

笔者认为，市场永远都是冷酷无情的，也不见得就会买这种“世界
杯营销”的账。2010年，当四个汉字“中国英利”出现在南非世界杯赛场
时，成功吸引了世界人民的注意，这可是中国企业第一次打入世界杯，
意义可谓重大。中国英利用这个星球上几乎每六个人就有一个人认识
的汉字，展现了他们的品牌。中国英利这一举动，也让许多中国企业蠢
蠢欲动，甚至一直影响至今。但是，在2014年巴西世界杯再度投放时，
中国英利的业绩表现已经不尽如人意，股票价格不断下行，逐渐被世
界杯的看客们所遗忘。时间到2017年，中国英利当年亏损5.1亿美元，
已经无力再一次“打入世界杯”，只能接受被淘汰出局的现实，这给借
势营销的“华帝们”敲响了警钟！
（作者系著名经济学家，著有《强国提速：一本书读懂中国经济热点》）

华帝世界杯活动
不算成功营销案例

□宋清辉

2018年世界杯期间各国
企业投入的广告费用总计达
24亿美元（约合154亿元人
民币），其中中国企业在本届
世界杯期间的广告支出达
8.35亿美元（约合53.5亿元
人民币）。

海信作为2018年FIFA世
界杯官方赞助商，费用约在10
亿元人民币。

优酷、咪咕等花费也大都
在10亿元人民币以上。

蒙牛总裁卢敏放曾表示，
世界杯期间，将投入20亿元进
行立体式营销。

7900万很多吗？

搭车世界杯营销
的中国企业众多，华帝
以7900万“小投入”赚
足眼球。

通过此次世界杯营销，华帝以不到4000万元的成本
撬动了10亿元的收入，被认为是年度营销教科书。

华帝中国家用电器商业协会副秘书长张剑锋在接
受成都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华帝的成功主要归功于以
下几点：首先是冠军效应，“华帝押对了宝，在一个多月
的比赛进程中与球队一起受到持续关注。像押宝阿根廷
的万和，随着球队早早出局，品牌也沉默”；其次是经销
商跑路这个偶发事件带来的“续杯效应”，作为上市公
司，股票大幅波动受到财经媒体的关注，将华帝反复拉
入公众视线；另外对手克罗地亚没有热点品牌赞助商，
华帝进入决赛后就是一边倒的公关力量；而夺冠后是
否履行承诺、如何履行也会引发新一轮的关注。

家电产业观察家刘步尘指出，营销的最高境界是
成为公众话题。华帝围绕世界杯设计的营销活动，足
以成为2018年营销经典案例。法国队夺冠对华帝来说
是“上上签”，华帝企业的关联性传播在随后一段时
间内仍将持续，这不是几千万广告费可以买到的。

一个问题是，搭车世界杯营销的中国企业众多，
像华帝这样“夺冠免单”的企业也有几家，为何给公
众留下深刻印象的仅有华帝？

他认为，华帝案例是机缘巧合，可遇而不可求。华
帝是第一家宣布“夺冠免单”的企业，虽然其他企业很
快跟进，甚至优惠力度比华帝还要大，方案设计也更吸
引人，但这些企业推出方案的时间滞后于华帝，因此，给
人们留下的都是“模仿华帝”的印象。营销学上有个概念
叫“首因效应”，即人们只记第一，不记第二。而股价大
跌、经销商跑路造成了连续的第二、第三轮自发性传播。
与此同时，法国队一路闯入八强、四强、半决赛、决赛，人
们对法国队的每一次关注，都伴随着对赞助商华帝的关
注，这个过程持续未断。 成都商报记者 吴丹若

尽管华帝7月4日称，“夺冠退款”
不会对业绩造成重大影响，但这显然
是一笔不小的花销。

“夺冠套餐”的销售额约为7900万
元，线下渠道约5000万元，线上渠道约
2900万元。线下退款由区域经销商承担，
线上退款由公司总部承担，区域经销商
只需承担生产成本和部分促销费用。根
据2017年财报，华帝股份毛利率约为
45.47%，按此计算，总成本4000多万元。

法国队夺冠后，华帝立即启动退
款流程。对于线上，华帝授权天猫、京
东、苏宁、国美等平台，按顾客发票金
额返还平台购物卡；而线下，顾客需携

身份证件、发票、合同到购买“夺冠套
餐”的华帝终端店按实际付款金额进
行退款，其中在四川地区，“夺冠套餐”
安装完毕后，华帝经销商会将退款打
进消费者账户。

让一些消费者诟病的是，除了线
上退款返的是平台购物卡以外，还有
各种退款前提——模糊的红字标明，
如果消费者选择了赠品，则不参与此
次退全款活动，有消费者表示购买时
商家并未说明；发票和订单日期同时
满足条件才能参加，而此前是以订单
为准；店家单方面延迟发货错过日期，
也不满足退款条件……

为此，昨日，成都商报记者走访了
成都多家华帝网点，驻店销售人员均
表示应联系公司，而成都华帝电器销
售有限公司则让记者询问店内销售人
员，或者联系华帝总部，记者表明身份
后也拒绝接受采访。

昨日凌晨，随着法
国队4：2战胜克罗地
亚，捧起大力神杯，家
电品牌华帝也被全民
围观。

华帝董事长签名
的“庆祝法国队夺冠，
华帝退全款启动”公告
昨日在朋友圈刷屏。资
本市场对此反应迅速，
周一A股早盘，华帝股
份开盘大涨7.19%，盘
中涨停，当日收盘价
15.18元。

按照华帝股份此
前的公告，初步统计世
界杯期间，总销售额超
10亿元，同比增长2.3
亿元；“夺冠套餐”终端
零售额预计约为7900
万元。线上退款只退平
台购物卡的形式，部分
购买“夺冠套餐”的消
费者并不满足退款条
件，实际退款成本远低
于公众预测。

营销专家认为，华
帝此次“押宝”法国队，
以较小的投入取得了
国内较好的品牌传播
效果。

持续曝光、霸占热搜、股票涨停

根据华帝官方公布的数据，此次
营销活动期间，线上线下零售额共计
10亿元以上，其中线下渠道7亿元以
上，同比增长20%左右，约为1.17亿元，
线上渠道3亿元以上，同比增长30%以
上，约为7000万元。这是“夺冠套餐”带
来的促销效果吗？从消费者的反馈与
实际销售数据来看令人存疑。

昨日，记者探访了位于百安居、苏
宁易购、富森美、国美电器的华帝销售
终端，以及华帝线下体验店。对于这场
大促，销售人员都印象深刻。苏宁易购
华帝网点制作了宣传板，上面标明了该
点位参与世界杯活动的消费者姓名、金

额、楼盘。不过，记者只在位于春熙路的
点位找到唯一一位购买了“夺冠套餐”的
顾客。在此前的采访中，华帝销售人员承
认“夺冠套餐”的产品功能基础，购买者
寥寥无几，成都地区的购买者多为装修
出租房。到店选购厨电的吴先生一家则
认为“夺冠套餐”是个鸡肋，“法国队夺冠
以前我肯定不得买这种低端产品。”

华帝线上“夺冠套餐”的价格2699
元～5299元，按公告中线上销售额为
2900万元计算，活动期间“夺冠套餐”
的线上销量不超过1万套。而成线下的

“夺冠套餐”售价为2980元，按照公告
中线下销售额5000万元计算，线下销
量不超过1.7万套。苏宁易购在全国就
有超过5000家门店，国美电器超过2000
家，加上富森美等区域性连锁商场，以
及华帝线下专卖店，估计华帝全国网
点数量约为1万个。也就是说，平均每
个网点仅售出不到2套“夺冠套餐”。

年度营销教科书年度营销教科书？？
营销专家：

首创、经销商事件、
押宝法国队带来关注

华帝借世界杯火了一把，它的股
价却迎来一首“凉凉”。

世界杯开幕后，华帝股价就开始
下跌。从当天开盘的每股19.84元，至
法国队挺进决赛的7月11日，其股价
已跌至每股13.4元。经过昨日大涨，
收盘价也仅为15.18元。

6月29日，北京天津华帝燃具股
份有限公司被法院依法查封。据报
道，此前华帝京津公司总经理因负债
上亿元，曾失去联系一段时间。

这些都是此前积累下的问题。有
业内人士认为，就算把营销玩出花来，
这种问题也不是靠营销能解决的。

夺冠退款 返购物卡
线上退款返的是平台购

物卡，还有各种退款前提，华
帝总赔付成本4000多万元

夺冠套餐 卖了多少
据计算，“夺冠套餐”线

上销量不超过1万套，线下平
均每个网点仅售出不到2套

本次所谓的“夺冠套餐”，
只有烟灶、热水器和洗碗机中
的几款。有人说，套餐里的产
品型号都不是畅销款，是帮助
经销商去库存的一个行为。

销售商和公司总部承担
的只是“夺冠退全款”指定产
品的生产成本和部分促销费
用，而非终端零售额。线上退
的是购物卡。

几个有趣细节

【企业宝贵的资金大量被用来投入到营销
广告上面，虽能在短期内拉动销售、提升业绩，
但毕竟属于粗放型增长模式，风险较高，也会
使其承受过高的资金压力，影响其长远健康发
展，显然得不偿失。】

昨日上午的百度搜索风云榜，
“华帝退款”排名第一，远超“法国队夺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