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1年10月12日 星期三 A17广告

免费热线：12580呼三湘都市报 新闻热线：0731-84326110�����发行热线、投诉：0731-84316668、84315678、84329777���广告热线：0731-84329988�����本报地址：长沙市芙蓉中路一段 440号 邮编：410005

煤老板搅局手机市场：
每部只赚 10 元！

������“从大哥大到洋品牌再到国产手机， 手机行业一直被
人怀疑是个充满暴利和欺骗的行业，今天，这种怀疑该结
束了！ ”今年年初，南京绿地洲际酒店 7 层会议厅，在来自
全国的上百名媒体记者面前，卢洪波大声嘶哑地说道。

卢洪波名片上的身份是摩能尼彩科技集团总经理，但
这名片是刚刚 赶印的；实际上，他此前的身份是一位“煤
老板”———拥有三座煤矿，在煤矿行业已超过 8 年。

一个煤老板贸然杀入手机行业，不但曝光了国产手机
的成本白皮书，还制定了每台手机只赚 10 元钱的“裸体手
机”战略。 被视作暴利行业破坏者的他会成功吗？

“尼彩手机只赚 10元”新闻发布会现场

◆每部手机只赚 10 块钱
卢洪波杀入手机业真正的契

机， 出现在他结识一位从事手机无
店铺销售的老乡蒋德才之后。 蒋控
制下的摩能集团，从 2005 年起一直
做手机无店铺销售， 被媒体称为

“中国手机电购王”， 曾做到年销售
额近 20 亿元，虽然总体销售额比起
同行两家上市公司橡果国际、 七星
购物还有差异， 但在手机专业销售
行当，已然稳居同行之冠。

这种摒弃传统代理分销体系的
无店铺销售模式让卢洪波眼前一
亮。但蒋告诉本报，摩能的手机销售
去年已出现下滑的态势， 此情况他
也如实告知了卢洪波。卢的回答是，
下滑是因为摩能的定价还不够低，
且受到了国内声誉不高的电视购物
的牵连，是典型的“被劣币驱逐的良
币”。 卢洪波认为，摩能有手机生产
资质(已拥有 4款手机生产证书)、有
无店铺销售的经验、 又有成熟的团
队，是最好的合作伙伴。

2010年 10月 10日，双方签约，
卢洪波持有摩能 50%股份， 出任集
团总经理，全面负责公司日常管理。
不过，出乎蒋和其他同行意料的是，
卢洪波激进的“裸体手机”策略：在
跟进市场最流行趋势、 抓住消费者
体验和感觉的基础上， 尽全力压低
手机生产成本； 而销售这条线上的
基本定价策略， 就是每部手机只赚
10块钱。

内部反对者们称卢洪波为“手
机业的价格屠夫”，他们认为，卢的
策略会激起行业众怒， 有可能被指
责为不正当竞争。 卢洪波说，“我卖
一吨煤，2000 市斤才赚 10 块钱；一
部手机，那么轻巧，能赚 10 块钱，我
认为其实已经是暴利。 ”而且，手机
可以做到人手一台， 比煤炭市场大
不知多少倍。他觉得，手机业的暴利
是同行们手机销量上不去、 甚至亏

损的根本原因。
反对的声音促使卢洪波做出了

另一个更激进的决定———曝光“手
机成本白皮书”，公布一部普通国产
手机的全部成本，并宣称，摩能尼彩
“永远低价，只赚 10元”。

为了与其他国产手机和“山寨
机”相区别，卢洪波强调，自己的三
大合作伙伴都是上市公司： 台湾联
发科设计手机软件； 香港上市公司
龙旗国际作为手机整体设计和生产
厂商； 国内上市公司天音通讯为手
机售后服务和维修合作商。“为了确
保手机质量，这个合作阵营，决定了
我们的成本其实应当是行业里中等
甚至中上等， 那么， 我们宣称只赚
10 元，就并非不正当竞争，而是商
业模式改变带来的成本降低。 只不
过，我们因低价而获得量的提升，我
们的成本核算都是在百万台批次的
基础上出来的， 比起别的手机厂商
10 万台、20 万台的产量， 肯定价格
低廉得多了。 ”

在手机成本白皮书公布大会
上， 卢洪波展示了采用低价策略的
第一部手机：尼彩 i8。这台外观近似
iPhone4 的手机，同类国产机的售价
在 800-1200 元间， 尼彩 i8 直接定
价为 399元。 而 3月 20日的价格咨
询会上， 通过当地报纸征集来的消
费者自发拍卖价都超过了 600元。
◆煤老板的手机生意经

卢洪波为何选择在洋品牌被苹
果“追杀”、国产手机又多在盈亏平
衡点上挣扎，且“山寨机”横行的时
候，进入对他来说陌生的手机行业？
自称“手机外行”的卢洪波解释称，
尽管之前做的煤矿行业现在利润依
然丰厚，但国家政策变化波动极大，
而且行业大势必是国进民退； 另外
一个理由是， 他认为煤老板的总体
形象不佳，总被和“不顾风险、不承
担社会责任、奸商”联系上，于是萌

生退意寻找新投资领域。
去年卢洪波参加了南京师范大

学商学院的学习， 在上课的过程中
了解到中国手机行业的一些情况。
凭着商人的直觉，他认为，手机这个
理论上每个人都有需求的行业，机
会大得惊人。目前的混乱状况，也许
只不过是参与者的市场定位有问
题，而不是行业有问题。于是他南下
深圳，在国产手机和“山寨机”的大
本营深圳华强北考察， 发现国内居
然有 3000 多家从事手机行业的企
业， 这更进一步印证了他对于国产
手机行业的判断。

“商学院的老师们都说， 一般
只要是充分竞争的行业， 最后存活
的企业家数不会超过 5 家。 ”“中国
居然有 3000 家搞手机，虽然有些亏
损， 但大多数都能存活， 这是不对
的。 行业还有整合和冲杀的空间。 ”
卢洪波说。

卢洪波的道理很简单， 这个世
界上只有两种生意： 一种是平价规

模化的生意； 另一种是高价小众化
的生意。 其余的要么是游离在两者
间，要么是两者都不讨好的。在手机
行业，除了苹果，在高价小众化的智
能手机领域一股独大外， 其他的手
机生意，尤其是中国企业能做好的，
就应该是前一种———物美价廉的平
价手机。

目前， 国内手机行业的销售模
式， 大多仍采用代理制： 从厂家出
来，经过全国总代理、地区总代理、
省代理、市代理、卖场等五六道经销
商体系层层加价，最终，一台手机到
达消费者手里的零售价， 比出厂价
翻了 3倍。“不是说经销商层层加价
不对，人家做生意，也要赚钱，要求
利润是对的，错的是同行的逻辑。 ”

卢洪波在南京的家， 有两个邻
居，一位是苏宁电器(002024.SZ)董
事长张近东； 另一位是宏图三胞
(600122.SH)董事长袁亚非。 张近东
以低价家电的策略， 做成了中国家
电连锁老大，“去年总销售额 755
亿，利润超过 40 亿”；袁亚非也以平
价电脑的策略， 做成了中国电脑卖
场中的佼佼者。卢洪波相信，如果能
以平价手机的策略入市， 一定能在
手机行业搞成一番大事业。
◆手机业的潜规则

北京大学企业商学院教授赖伟
民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 卢洪波的
招数其实就是“红海战略”。 面对一
个竞争者不计其数的行业，这个“外
来户”不按牌理出牌，反而是最正确
的思路。

赖伟民表示， 此前商界流行的
“蓝海战略”， 是鼓励大家寻找新的
市场，但当新市场不充裕时，一个完
全竞争领域的市场参与者选择红海
战略， 反而可能会既讨得消费者欢
心，也能迅速做大企业规模，最后赚
得更多利润。因此他认为，摩能尼彩
的做法， 是在消费基数巨大的基础
上， 对中国手机行业的一次战略创

新和商业模式创新。“如果做不到苹
果那样的市场独占地位， 那么在功
能型手机领域， 已经没有什么高精
尖技术可言，深圳遍地‘山寨机’，成
千上万的小厂都能生产手机， 说明
其本质上就应当是一个普通工业
品， 就应当遵循工业品利润在竞争
中无限接近于成本的原则。 摩能尼
彩也许是第一个捅破行业潜规则的
人。 ”赖伟民称。

赖伟民还表示， 卢洪波的方法
里取消了代理商， 采用无店铺销售
的办法， 从厂家直接到达消费者手
里，减少了更多的环节，由此节约了
更大的成本空间。 而为了取信于消
费者， 尼彩还采用了在各个城市开
“工厂店”的做法，解决了那些不相
信无店铺销售、 或被电视购物伤害
过的消费者， 他们可以选择去店里
实地了解。这样，只要手机本身质量
过硬，摩能尼彩就能成功成为“行业
颠覆者”。

但卢洪波的举动已经引起了行
业的警觉。在金龙饭店的会议上，一
位知名国产手机江苏区负责人悄悄
来到会场， 与会场里的消费者不断
攀谈。被卢洪波发现后，这位负责人
说，“你们这么搞， 同行们很被动
啊。 ”卢的回答是：“手机业就应该是
利润很薄的生意。 ”

卢洪波的“大炮”不仅止于此，
“尼彩手机保证质量达到甚至超过
国标，坏一台送一台；尼彩 i8 手机
全国统一定价 399 元。 我们的目标
是在近期内做到华北第一；3 年内
做到销售手机 1000万部。对由于我
们取消了传统代理和销售渠道巨额
利润直接让利给消费者， 给同行带
来的竞争压力，我们表示歉意，但绝
不改正。 ”

卢洪波还表示， 自己的心理准
备是首期投入 1 亿元，“亏完再追
加”。

转自《经济观察报》作者：康庄

������北京大学企业商学院教授、企
业战略专家赖伟民对尼彩手机工
厂店经营模式给予充分肯定

只卖 399 元
像“苹果 iPhone4”的国产品牌手机，在工厂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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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彩所售所有产品均实行“全国联保，售后三 包 ”

合作电话：
15200835600

尼彩 P8980
蓝莓互联网手机优势， 人体工程
学全键盘设计， 高清晰广角宽屏
，双卡双待，全面升级版 QQ，全
键盘类手机价格最低。

市场价:999 元
工厂价：399元

尼彩 K10（成功人士首选）
合金高精度转轴，全能语音王功能：
语音拨号、 多项游戏， 双摄像头设
计、真正的实时双向视频聊天，双卡
双待，3.0寸 16:9大屏触控、高清屏，
待机时间：3-5天，
手机移动电视、 国内外大事尽在掌
握，外形奢华，器宇不凡。

市场价:1600 元 工厂价：699元

尼彩七喜 I520
音乐手机,音质好，滑盖型,
电池：1150mAh（2 块），双卡双
待单通蓝牙、 上网， 可触摸 +
按键设置， 通话时长：6 小时，
待机时间：3-5天。

市场价:1600 元
工厂价：699元

尼彩七喜 I530
音乐手机,音质好，直板高清晰
显示，双卡双待单通蓝牙、上网，
调整数据传输与接收， 通话时
长：6小时，待机时间：3-5天。

市场价:1600 元
工厂价：699元

老人手机 GS88
打电话、发信息、Mp3、验钞
灯、手电筒、超大字体、超大
声音、一键紧急报警功能。

市场价:699 元
工厂价：299元

尼彩 E 派 G6（白色 / 银色）
手机类型：直板（PDA）；手机尺寸：115�x�58�x�12.7mm；芯片
平台：MT6235；屏幕尺寸：3.5�HVGA 全触控屏幕；TP 类型：
电阻触摸；摄像头参数：200 万像素；电池容量：1100 毫安；
内存：1G+512；蓝牙 2.0高速数据传输；对话式短信聊天；蓝
牙立体声音乐；GPRS���Class��12，WAP��2.0网络连接； 支持
电子书 TXT 等文件浏览； 支持 MP3/AAC 等音乐格式；支
持 RMVB/MPEG4等视频格式。

市场价:1999 元 工厂价：899 元

尼彩七喜 T800
3000mAh�聚合物大电池， 超长
动力智能控电操作功能、省电软
件系统、通讯王、短信王、安全
王、500条电话薄大容量储存。

市场价:888 元
工厂价：399元

尼彩 E 派 N4（白色 / 黑色）
手机类型：直板（PDA） 手机尺寸：115.2*59.3*9.80
芯片平台：MTK6235�������屏幕尺寸：3.5�HVGA
TP 类型：电融触摸 电池容量：850毫安
摄像头参数：前 30万像素 + 后 200万像素
内存：256M+2G�

市场价:2799 元 工厂价：998元

尼彩七喜 E6
本产品支持 MP3，彩信，双卡
双待单通等的一款 GSM 滑
盖手机。

市场价:999 元
工厂价：399元

10多款新机型超低价供应···

热烈祝贺株洲尼彩手机工厂店 10月 16日盛大开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