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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记者 王赟

刚过618

2004年6月，国美电器有限公司
（HK. 0493）在香港上市。同年，创始人
黄光裕资产突破百亿元，首度问鼎大陆
首富，黄氏兄弟同上胡润百富榜。

16载春秋游走。
2020年的618已经收官，618当日国

美GMV同比增长73 . 8%。从5月1日到6
月14日，45天内国美零售共进行了4场
大规模的直播带货，总销售额近25亿
元。根据国美2020年3月31日公布的
2019年年报显示，2019年全年，国美零
售的线上销售收入为20 . 55亿元，仅为
4场直播销售额的82 . 7%。

今年，国美与拼多多、京东分别达
成深入战略合作，在商品、服务、供应链
等方面实现协同互补。打通了拼多多和
京东的流量渠道之后，数据显示，京东
国美官方旗舰店5月单月销售数据环比
提升1040%，增长超10倍；6月销售数据
截至6月18日，已超5月整体数据。618当
日，京东国美官方旗舰店（京美店）行业
店铺实时排名位列前五；而拼多多国美
官方旗舰店618大促活动期，成团金额
破6亿。

6月1日，本届京东618开场第一天，
联想集团执行副总裁兼中国区总裁刘
军，和京东集团高级副总裁、京东零
售集团3C家电零售事业群总裁闫小
兵两位大佬一场直播总销售额突破1
亿元。

闫小兵正是在黄光裕入狱后改旗
易帜投身京东的，从京东家电事业部总
经理的位置一路干到统领家电3C的高
级副总裁。

黄光裕出狱，2021年的618将更刺
激。甚至有分析人士称，未来零售电商
时代，将形成“天猫+苏宁”“京东+五
星”“拼多多+国美”，三分天下的格局。

刚过半百

12年前，39岁的黄光裕突然被警方
逮捕。那一年，国美的销售额达到1200
亿，而2018年仅有640亿。

据北京市监狱第6分监区透露，黄
光裕入狱以来，监狱在管理教育方面，
完全按照相关的法律规定执行，无半点
特殊对待。黄光裕一直在通过劳动和各
方面的表现“挣积分”以获取减刑。2011
年黄光裕因为在狱中表现良好，已被派
往监狱医院，当了专门护理“病犯”的护
理员。2012年他被调往监狱花房，与监
狱园林队的其他服刑人员一起，负责整
个监狱的花卉养护以及草地、绿植的修
剪和浇水。

12年后，51岁的黄光裕可以在家里
吃粽子了，粽子或许会是自家超市卖
的。

日前，国美在北京通州开出首家社
区超市——— 美+生鲜生活超市，设置了
到家配送门槛，满59元免运费。

据上市公司国美零售公布的历届
年报显示，国美零售2008年的营收为
458 . 89亿元，2018年的营收为643 . 56
亿元，年平均增长率为3 . 4%。2019年度
营业收入594 . 8亿元，归属于母公司净
利润亏损人民币25 . 9亿元，已经连续
三年亏损。国美线下门店2600家，账面
现金81 . 87亿元。

根据《2019年中国家电行业年度报
告》的数据，2019年国美在家电市场总
销售中的份额剩下5 . 8%，约为苏宁的
四分之一，苏宁市值则是国美的12倍。

但国美至今仍然是圈中一大龙头。
2019年的胡润富豪榜上，黄光裕以资产
225亿获得了149名。

企查查数据显示，黄光裕名下共有
10家企业，其中8家为吊销/注销状态；
仅北京鹏润投资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2 . 7亿元）、北京国美科技有限公司（注
册资本300万元）仍为在业。现黄光裕控
股企业共有242家。

有妻杜鹃

6月24日下午，有消息称中欧校友
群里已经在恭喜杜鹃了。

杜鹃是1972年生人，比黄光裕小3
岁，24岁嫁给他。

本是银行职员，后来加入国美。
杜鹃自己说过，大方向由黄总定，

她只是辅助者和执行人。她每月会去探
视黄光裕一次，时间为半个小时，除此
之外，黄光裕对国美事务的指示只能通
过批阅文件来实现。

不过也有媒体报道，有国美高层接
受采访时表示，“黄光裕在狱中所得到
的外界消息都并非真实，他已经失去了
对当今商业社会的判断性和灵敏度。一
些呈报上去的报表均经过一定‘美化’，
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黄光裕的思维
导向。”

杜鹃掌权后，2011年国美扩张战略
重新开始，次年斥资1200万元收购库巴
网，开始了电子商务的战略布局。后来
国美的对手不仅是苏宁，又出现了京
东。

其实在2006年，国美的电商部门就
已经成立，但是由于陷入内斗，错过了
行业的最佳发展时机。

2017年，国美发布“家·生活”战略，
从单一的家电经营，向提供“家庭生活
的整体解决方案”转型，以大力拓展家
庭整体解决方案、智慧家庭解决方案等
新业务模式，试图打通国美App、美店、
线下门店“三端合一”。

此前国美曾号召全员开微店，2017
年初春的发布会上直接推出了一款类
似微店的APP“国美PLUS”。除了可以
直接开店外，这个App增加了圈子、IM
群聊等社交功能。按照国美的设想，希
望通过社交的方式形成以国美Plus为
主流的线上入口端，以门店作为线下入
口，实现线上线下全渠道闭环。

也是在那次发布会上，杜鹃接受媒
体采访时强调了手机业务，并透露2017
年1季度产品会上市。

竞争一直那么残酷，夫妻二人感情
却似乎如初，还记得此前媒体报道的黄
杜二人的誓言吗？黄光裕在狱中说，国
美有你在，我放心。杜鹃说，没事儿，老
公，你出狱时，我给你一个更好的国美。

那些6月

2020年的6月，采撷国美过往的6月
片段，更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2005年6月，黄光裕当选为中国工
商理事会副理事长。

2005年6月，在原劳动和社会保障
部主办的“中国首届电子商务大赛2005
中国电子商务体验周”活动中，国美网
站荣获“最佳售后服务体验网站”。

2 0 0 6年 6月，世界品牌实验室
（WBL）颁布“中国500最具价值品牌”，
国美以品牌价值301 . 25亿元成为中国
最具品牌价值的家电零售第一品牌。

2007年6月，国美与300余家供应商
对接信息链，国美与永乐合并后最重要
环节的ERP系统顺利对接，标志着国美
与永乐的整合全面、胜利完成。

2010年6月，国美董事会同意公司
主席兼总裁陈晓辞去总裁一职，陈晓任
国美电器董事局主席。

2017年6月，国美电器宣布，其股东
特别大会已通过公司更名议案。公司英
文名称由“GOME Electrical Appli-
a n c e s H o l d i n g L im i t e d”更改为
“GOME Retail Holdings Limited”，中
文名称由“国美电器控股有限公司”更
改为“国美零售控股有限公司”。2017年
6月12日，全球首家专业VR影院也在当
天落地国美线下门店，拟落地100家VR
影院。

谁也没想到，2020年的6月，电影院
在挣扎煎熬。一如那份多年前黄光裕在
狱中指令对外发表的《电商悼词》，不禁
让人想起唐朝张彦远的《法书要录·购
兰亭序》中那句：“遽见追呼；不知所
以。”

这次“黄光裕出狱”，距离被羁押三年半
的哥哥黄俊钦2012年5月25日获释已经8年。

黄光裕的嫂子陈若文，也于2009年被
抓，3个月后获得警方取保候审……

黄俊钦1993年离开兄弟俩创办的国美，
投身房地产业。开发的项目包括新恒基国际
大厦、北京静安中心、鹏润大厦等多个商业
楼盘。

1987年起，黄俊钦历任国美总经理、北
京静安物业董事长、北京新恒基房地产董事
长和山东金泰集团董事长……

那个夏天，如果不是在2010年7月9日公
布增发股票方案后的“妖股”表现，很少人会
关注这家面临退市的济南上市公司背后的
大股东——— 黄俊钦。

因为他低调。
早在2004年的胡润中国富豪榜上，黄俊

钦就以27亿元个人资产排名27位。黄光裕曾
说：这回胡润总算把他揪出来了。

黄俊钦早在2001年12月就收购了山东金
泰集团，有分析说，黄俊钦想借此打入山东房
地产市场，并获得良好的壳资源，一举两得。

不过，后来黄俊钦先后为这家公司打了
100多场官司，不断“输血”，2007年黄俊钦要
把新恒基集团旗下9个项目塞进*ST金泰这
个壳，如果整体上市计划完成，黄俊钦控制
下的新恒基集团将使ST金泰成为市值仅次
于万科的房地产上市公司。

后来黄光裕也玩房地产，一度让他的司
机张志铭负责国美电器，后来张志铭与黄光
裕的妹妹黄燕虹结婚，张志铭成为国美电器
的总经理。

那个时候，张志铭和苏宁的张近东以及
山东三联的张继升被称为电器“三张”。

其兄黄俊钦葛链接

黄光裕“归来”
国美待“新生”
国美成立30多年了

（1987年），比苏宁早2年
多（1990年），比京东早
11年（1998年），比阿里
早12年（1999年）。

“黄光裕”三个字本
身就是最大的新闻。

历经一次次的“提
前出狱”传闻，2020年6
月24日，“黄光裕出狱”
五个字是最大的新闻。
当日，北京市第一中级
人民法院根据刑罚执行
机关的报请，依法裁定
对黄光裕予以假释，假
释考验期限自假释之日
起至2021年2月16日止。

北京东三环霄云路
国美总部，尚未有媒体
捕捉到他的身影，“国美
系”股票已然纷纷暴涨。

黄光裕（资料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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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美与300余家供应商对接信息链，国美与永乐合并后最重要环
节的ERP系统顺利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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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晓任国美电器董事局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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