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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阎侠

作为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第一代洗护发民

族品牌，蜂花是无数消费者心中的“国货之

光”，这个公司去年突然火了。起因是蜂花被

传倒闭，于是网友纷纷去官方平台留言，表示

平价国货品牌不要破产，当蜂花官方辟谣之

后，直播间也一度出现“野性消费”的情况。

近日，蜂花再上热搜，网传“蜂花老板含

泪直播，一直受外资企业打压，37年无违规，
10年来仅仅涨价 2元钱”。随后公司迅速辟
谣，并表示“老板最近一直在忙碌复工复产的

事情，暂无时间直播。”

5月 22日，记者专访了蜂花创始人、董事
长顾锦文。对话中，顾锦文坦言两次热搜均非

故意为之，并十分感谢大众关注；同时，顾锦

文也首次透露了去年出圈后的企业销售数

据，并介绍了公司产品的定价策略、包装策

略，以及下一步的运营计划。

顾锦文告诉记者：“去年 11 月和今年 5
月这两次热搜事件都反映了粉丝朋友们对蜂

花的关心和支持，我们也听取了很多粉丝朋

友们的合理化建议，在不断丰富和改善我们

的产品，满足更多粉丝朋友们的需求。接下

来，我们会做私域，进一步推进粉丝运营，加

强与消费者的沟通，将蜂花的企业精神、品牌

理念传达给更多的消费者。”

承载一代人的记忆，
“10年涨两块钱”带蜂花出圈

根据蜂花官网介绍，“蜂花”是中国第一

个液体洗发、护发产品的民族品牌，也是第一

个提出“洗护分开”理念的民族品牌。

引发大众“野性消费”不仅仅是因为国货

的魅力，更是价格打动了消费者，“蜂花 10年
仅涨价两块钱。”

“的确近十年时间，我们的经典护发产品

才涨了大概两块钱。”顾锦文坦言，语气中透

露着严谨，特意强调是“经典护发产品”。

那么，蜂花的定价策略是什么呢？

顾锦文表示，蜂花品牌定位是做大众普

惠型洗护产品。“这也是我们的定价策略，我

们不是不涨价而是涨价的幅度比较小。我们

通过压缩广告营销费用和不断提升的生产效

率来缓解原材料、包装材料、人工、电费、运输

成本上涨的压力，从而让利给消费者。”

去年 11月，蜂花的直播间迎来消费者的
“野性消费”，有截图显示，蜂花火了之后“一

天之内居然卖了两万单，平时一个月的量！”

彼时，蜂花官方称，收到来自网友的上万条私

信十分感动，内容涵盖包装、设计和广告等方

方面面的建议，“网友们为了蜂花不倒闭也是

拼了！”

谈到包装，顾锦文说：“蜂花的经典产品

红色洗发精和黄色护发素，是承载着一代又

一代人的美好回忆，我们的包装一直在做细

微的优化，从开始的 PVC材质到更加环保的

PET材质、从早期的圆形的旋盖到更加方便
使用的翻盖等，但是蜂花包装朴实的设计风

格和跳跃的红黄色一直没有改变，我们希望

经典的记忆符号能够继续传承下去。”

顾锦文告诉记者，“去年 11月，我们抖音
的销售额达到了 1500万元，比前一个月（去
年 10月）翻了 7倍。”据了解，蜂花在抖音带
货，始于 2021年 8月。
“30多年来，蜂花专注于洗护发这一件

事，虽然没有飞跃式的发展，但是蜂花一直在

健康成长，稳步发展！2021年，我们的销售额
成功突破 10亿元！”顾锦文说。

顾锦文称期待疫情好转
能在直播间与大家见面

在“国货之光”的美誉之下，蜂花的爆火

也夹杂着一些争议，市场上有声音猜测蜂花

靠哭穷出圈是有意为之。

对此，顾锦文表示坚决的否认：“公司

绝对没有刻意为之，而且，两次热搜事件我

们都是在当天第一时间对虚假内容做出澄

清。”

对于这次会出现“董事长直播卖惨”的谣

言，记者自蜂花方面获悉，“去年蜂花火了之

后，我们就多次发现有人用他人照片冒充董

事长发视频蹭流量，虽经投诉封号，但仍屡禁

不止。”

“我们欢迎大家为蜂花带货，但是我们强

烈抗议在抖音、淘宝、微信视频号等直播平台

用非董事长本人照片，冒充董事长做视频封

面，用虚假卖惨销售引流、蹭流量。这种无底

线营销，严重影响蜂花品牌声誉，我们提醒广

大消费者认准蜂花官方蓝 V号，同时，也告诫
别有用心者，勿触碰法律红线，网络并非法外

之地。”蜂花市场部表示。

不过，半年内引发两次关注热潮，在网友

的鼓励下，顾锦文也的确动了直播的念头。

“很多粉丝朋友都希望我能去直播间，非

常感谢大家对我们蜂花品牌的关心和支持！”

顾锦文表示，由于上海疫情防控，自己暂时无

法在直播间进行直播，其最近主要的工作是

积极联络各方，配合政府的复工复产。“期待

疫情好转之后，我能有机会在直播间与大家

见面。”

网友为包装设计“操碎心”，
激发蜂花营销“新灵感”？

“野性消费”的同时，网友们对蜂花的包

装吐槽也毫不留情，很多人认为蜂花的经典

包装“落伍”“廉价”，有网友甚至自己动手设

计了起来，最后还成功推动了蜂花官方发起

了一场新包装设计征集活动。

据了解，蜂花目前共有两个生产基地，

老厂的建筑面积为 2.5万平方米，新厂的建
筑面积为 6.1万多平方米。蜂花智能新工厂
建有 12条生产流水线，其中 7条为全自动
生产流水线，年产能可达 10万多吨，并配
套有行业领先的智能生产设备和产品研发检

测设备。

在产品品类上，蜂花不仅仅只有红色洗

发精和黄色护发素，还有蜂花本草系列、蜂花

无硅系列、蜂花诗语系列、蜂花精油系列等产

品，共计 90多个单品。
在直播间，蜂花的主播多次强调，“我们

卖得便宜是因为产品定位是大众消费”。

那么，蜂花是否有推出一些高价产品的

打算呢？

顾锦文告诉记者：“我们一直坚持走高性

价比的产品路线。近年来，消费者对洗护产品

的需求越来越多元化，根据消费者不同的需

求，蜂花从基础系列、中端系列到高端系列也

推出了不少精品。”

“其中，中端产品蜂花无硅油洗护系列产

品，主要是满足消费者对安全温和的洗护需

求；这个产品配方也获得了中国发明专利，包

装设计获得了中国香化协会颁发的化妆品最

佳包装设计奖，目前是我们蜂花洗发水的爆

品。高端产品蜂花九樽植萃系列，是我们蜂花

研发团队与蜂花专家工作站的专家教授共同

研制，主要是复配提取 9种本草精华，通过
清、固、养，达到头皮水油平衡，头皮好头发才

能好，从而达到固发防脱的效果；这个产品配

方也获得了国家发明专利；一经推出深受广

大消费者欢迎，包装设计也很受粉丝的喜爱，

被称为防脱小棕瓶；上市初期，在抖音平台

上，5天销量超过 25000瓶，目前是我们抖音
平台的爆品。”顾锦文具体介绍道。

国货情怀虽可以视为撬动品牌增长的支

点，但绝非长久之策。顾锦文称，蜂花对此也

是清醒的，对于未来能够持续满足消费者的

期待，公司也有自己的规划。

■ 王璐

巴西东南海域桑托斯盆地里贝拉区块西

北部，距里约热内卢约 150公里，全球第三大
盐下超深水油田梅罗油田自当地时间 5月 2
日一期项目投产以来，设施运行稳定，油气生

产平稳，截至 5月 22日已累计生产原油约 70
万桶。

这是中国海洋石油有限公司（下称“中国

海油”）优化拓展全球业务的一个缩影。目前，

中国海油已在 20多个国家拥有 40多个上游
油气资产，参与了众多世界级油气项目，初步

成为行业领先的上游参与者。

记者了解到，下一步中国海油将持续加

大盐下超深水油田投资力度，优化海外发展

战略布局，努力实现稳步增储上产，进一步提

高油气供应能力。

“加仓”盐下超深水油田

盐下超深水油田是全球石油行业的新兴

领域和未来发展的重要趋势，具有超深水、深

储层、难开发和高产量等特点。

2013年，中国海油与巴西国油、壳牌、道
达尔及中国石油组成竞标联合体，成功中标

里贝拉区块，首次进入巴西盐下超深水油气

领域。近期投产的梅罗油田正是其重要组成

部分，目前中国海油持有该油田 9.65%的权
益。

中国海油巴西公司总经理黄业华表示，

梅罗油田采用“FPSO（浮式生产储卸油装置）+
水下生产系统”的全海式开发模式，共分四期

开发，总投资超 200亿美元。一期项目投产
后，原油日产能 18万桶。
据悉，这些中质低硫原油将销往美洲、远

东和欧洲，中国无疑是重要市场之一。2021年
中国原油进口，有 10%的原油来自于南美地
区，其中巴西是重要的资源供应地。

作为中国海油海外油气资产勘探、开发、

并购及经营管理的平台，海油国际董事长刘

永杰告诉记者，“十四五”期间梅罗油田二、三

和四期等生产装置将陆续投产，届时中国海

油年权益净产量将达峰值。

巴西具有拉美第一的经济体量和市场规

模，拥有储量大、禀赋佳的深水油气资源。除

里贝拉区块外，中国海油于 2021年还成功持
股全球最大深水油田———巴西布齐奥斯油

田。目前该公司在巴西拥有 5个深水油气区
块资产。

在全球范围内，中国海油还以作业者身

份分别在赤道几内亚、刚果（布）、墨西哥湾等

深水油气田富集区进行了深水钻探。以合作

伙伴身份，深度参与了尼日利亚、巴西、圭亚

那等多处世界级深水油田的勘探和开发建

设。

形成长期创新驱动力

“里贝拉区块在项目实施中首创作业者

与伙伴联合管理的组织形式和决策机制，开

创了我国石油企业在巴西能源合作管理模式

的先河。”黄业华介绍说。

据悉，在油田开发前期决策过程中，中国

海油通过开展项目平行研究，提出建设性技

术建议，为全油田开发节省了近 10亿美元投
资；同时，还积极推动“中国制造”进入项目，

促成了项目约 30万吨 FPSO船体以及 16万
吨、70余组上部模块在中国建造。
这背后是我国海洋石油开发技术、装备

制造等全产业链能力的逐步提升。

据了解，世界超深水油气开发的主流模

式是“FPSO（浮式生产储卸油装置）+水下生产
系统”的全海式开发模式，中国海工装备制造

行业在超深水 FPSO集成建造方面处于世界
领先地位，在深水管线制造方面同样位于世

界前沿，在水下生产系统方面处在攻关爬升

阶段。

2021年，中国海油在墨西哥湾超深水钻
探项目中首次担任作业者。公司深水钻井团

队成功应用了动态压井钻井技术、深水表层

泡沫固井技术、深水控压钻井/固井技术、深水
盐下随钻地震预测技术等 10多项世界领先
的深水钻井技术，并设计了 9层套管结构以

应对可能的复杂情况，最终优质、高效地完成

了两口世界级难度的深水盐下井的钻探任

务。

黄业华表示，能够参与全球巨型盐下超深

水油田的开发，不仅彰显了中国海油的技术特

色，还巩固了公司海洋石油开发的比较优势。梅

罗油田正在实施的水下二氧化碳高压分离和回

注技术为我国探索实现深水油气开发绿色低碳

转型提供了新思路，正在推进的海底光纤网络

连接的全数字化智能油田方案为我国深水油气

开发数字化转型拓宽了新视野。

优布局提质量增储上产

从英国北海 Buzzard 和 Golden Eagle 浅
水轻质油，到伊拉克米桑陆上常规原油，再到

美国墨西哥湾深水常规原油……近年来，中

国海油持续优化海外发展战略布局，提升国

际化经营能力、海外资产创效能力与抗风险

能力，推动海外业务高质量发展。

2021年，面对新冠肺炎疫情持续蔓延、
OPEC限产、极端天气频发、大修工作量繁重
等诸多困难挑战，中国海油以提升效益产量

为原则，多措并举、深挖潜力，抓紧抓实海外

资产差异化分类管理，持续提升作业者项目

管控能力和非作业者项目影响力。同时，伴随

着油价逐渐回升以及 OPEC限产政策松动，海
外资产工作量不断增加，全年完成油气总产

量较 2020年大幅增长。
中国海油董事长汪东进表示，“十四五”

期间，中国海油将通过优化海外资产布局、提

升海外资产组合质量等措施助力增储上产目

标的实现。圭亚那 Liza三期、巴西梅罗油田二
至四期、巴西布齐奥斯油田五至八期、乌干达

等新项目将陆续投产，伊拉克、尼日利亚等在

产项目将加大调整力度，努力实现稳产上产，

同时将通过加强能源领域国际合作保障国内

油气供应安全，并为公司的可持续高质量发

展开辟广阔空间。

■ 冯昭

任何一家企业的成败兴衰，都有其自身

发展的内在逻辑。如果是前几年，当被问起谁

是国内第一家电品牌，相信很多人会回答，是

格力。许多年前，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作为

“女强人”的代表，亲自为企业代言，一句“好

空调，格力造”，让格力品牌家喻户晓，然而，

随着国内空调市场趋于饱和、多元化进展缓

慢，格力整体实力已不可同日而语。

“第一家电品牌”易主

格力电器在 4月 29日晚公布的 2021年
年度报告显示：2021年，格力电器实现营业收
入 1878.69亿元，同比增长 11.69%；实现归母
净利润 230.64亿元，同比增长 4.01%。这是一
份并不算理想的年报，营业收入、净利润两项

指标，均落后于新冠疫情爆发前的 2019年。
在同一天，老对手美的集团也发布了

2021年年度报告：2021年，美的集团实现营
业收入 3434亿元，同比增长 20%；实现归母
净利润 286亿元，同比增长 5%———这是美的

营业收入首次突破 3000亿元，无论从营收还
是净利润来看，美的都远远超过了格力。

实际上，这已经不是格力第一次被超越。

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后，格力、美的都
面临巨大挑战。正是在这一年，美的集团以销

售收入 2857.1亿元、净利润 272.23亿元，首
次实现了对格力的反超；即使格力作为主打

业务的空调领域，美的销售收入也比格力多

出 33亿元，占据了空调行业的领先地位。
那么，董明珠掌控下的格力电器，究竟因

何走向衰落？

格力究竟“输”在哪里

作为董明珠烙印鲜明的家电巨头，在过

去十多年间，格力依靠专注空调市场，凭借

“淡季返利”的运作模式，击败了许多竞争对

手，成为行业领军者。但是，随着国内空调市

场逐渐饱和，从增量时代进入存量时代，这一

运作方式开始后劲不足了。

格力年报显示，2021年，格力依然依赖
于空调产品，空调营业收入为 1317.12亿元，
占公司营收总额的七成以上。从销售返利的

计提数据来看，2022年一季度，格力流动负
债率达到 2177亿元，同比增长 10.4%，创下
历史新高。

而美的旗下的家电产品几乎涵盖了包括

空调、冰箱、洗衣机、微波炉、电饭煲在内的一

切生活用品。实际上，董明珠也在试图摆脱空

调业务面临天花板的困境，不断进行多元化

改革，放言进入手机、芯片、汽车、新能源等领

域，但效果并不理想。

从销售方式上看，新冠疫情爆发后，大多

数企业开始向“线上+线下”结合的模式转变，
美的更是在 2014年就成立了电商公司，连续
八年成为线上全品类家电第一名，线下销售

渠道也中间环节较少，业务调整便捷，在价格

方面更有成本优势；格力不但线上销售渠道

布局较晚，过度依赖线下渠道，而且中间环节

较为复杂，销售结构臃肿，使企业转型显得愈

加迟缓。

从海外布局来看，美的早在 2007年就进
军海外市场，先后在越南、意大利、埃及、白俄

罗斯、泰国、印度开设工厂，35个生产基地有
18个在海外，并且积极发展跨境电商，通过
与中远海进行战略合作，采用预付运费模式，

进一步提高了对物流的掌控能力。

维护形象还是套牢未来

许多年来，董明珠始终以格力代言人的

形象，将格力品牌与领军人物形象深度绑定，

对外界强化“格力没有董明珠不行”的认知。

今年 4月，尽管上年度业绩并不十分理
想，董明珠依然决定兑现承诺，将 230.64亿
元净利润的一半分给股东，派发红包金额高

达 118亿元。
尽管格力电器所在的白色家电领域，是

一个利润率相对比较稳定的赛道，但是，在自

身利润水平并不理想、现金流不多的情况下，

拿出全年度利润的一半进行分红，无疑是一

个比较危险的举动。

不可否认，大手笔分红，可以在一定程度

上起到稳定市场对格力作为家电行业领军品

牌的认知，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维护品牌形

象的作用，但也会使人产生诸如研发投入不

足、投资方向不明确等类似的联想。

董明珠离任，格力将会怎样

对于格力而言，董明珠的个人影响力就

像一柄双刃剑———她既是格力电器的优质资

产，也增加了企业发展的不确定性；如果董明

珠在三年之后离任，格力电器的发展将面临

更大的不确定性。2020-2021年，格力执行总
裁兼董事黄辉、金牌董秘望靖东相继离职；24
岁的孟羽童则更像是格力布局直播业务的一

枚棋子。

实际上，从格力电器十大股东持股比例

来看，董明珠仅列第八位，对继任者并没有决

定权。但是，在任期内用有限的资金找到突破

口，或许是董明珠离任后，格力避免被市场淘

汰的最佳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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