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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 昆机还是 *ST 吉恩？
国际油价狂涨
刷三年新高

●王莉

【国际油价狂涨刷三年新高】

2018年开年以来，欧美原油期货
价格震荡上涨，截至 1月 10日收盘，
WTI收盘结算价为 63.57美元 / 桶，
布伦特结算价为 69.2美元 / 桶，均收
于三年来新高。接连涨价让发改委调
价窗口上调几率增大，本轮调价窗口
于今日 24时开启。
评：真没少涨。
【中国成全球最大移动游戏市场】

最新发布的《2017全球移动游戏
产业白皮书》显示，中国 2017年成为全
球最大的移动游戏市场，移动电竞成为
行业新爆发点。2017年中国移动游戏区
域市场收入达 146.36亿美元，几乎是第
二名美国市场 77亿美元的两倍，排名
三、四、五位的分别为日本、韩国和英国。
评：你贡献了多少？
【2017 年新能源车销售增 53.3%】

昨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召开
2017年度 12月份汽车产销数据发布
会。在新能源汽车部分，12月份产销
量分别为 14.9万辆和 16.3万辆，同
比增长分别为 68.5%和 56.8%；2017
年全年累计产销分别为 79.4万辆和
77.7万辆，同比增长分别为 53.8%和
53.3%。
评：你迟早会拥有一辆新能源车。

谁会成为
2018 首只退市股
濒临在退市边缘的 *ST 昆机（600806），恐将成为 2018 年第一只退市股。 昨天，*ST 昆机发布公告称，
截至 2017 年 9 月 30 日，公司前三季度归属于股东的净亏损为 2.01 亿元，预计公司 2017 年度不能盈利，公
司 A 股股票将可能被终止上市。

*ST 昆机面临双重退市风险

由于 2014年、2015年、2016年
已连续三年亏损，*ST昆机早在去年
4月 24日披露 2016年报后，便被上
交所实施了暂停上市。根据《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规
定，如果 2017年 *ST昆机能够扭
亏，才有可能恢复上市。
然而，*ST昆机 2017年的业绩
却并不理想。截至 2017年 9月 30
日，公司实现归属净利润约为 -2.01
亿元。而且，公司已然表态：2017年
实现全年扣非后净利润为正的目标
达成难度依旧较大。
*ST昆机公告称，为争取维持
A股上市地位，公司做出了大量的
努力，但结合公司经营状况及目前
情形判断，公司 2017年全年实现
盈利的可能性较低，故判断公司将
较难达成相关财务指标的恢复上

市条件。
不仅如此，*ST昆机还因被证监
会立案调查而面临着双重退市的风
险。去年 3月 23日，*ST昆机公告
称，因信息披露违反证券法律法规，
证监会决定对公司立案调查。
同年 11月 14日，*ST昆机及
王兴、常宝强等 28人收到证监会
《行政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
书》。证监会表示，经查，*ST昆机存
在 2013年至 2015年通过跨期确认
收入、虚计收入和虚增合同价格三
种方式虚增收入约 4.83亿元，2013
年至 2015年通过少计提辞退福利
和高管薪酬的方式虚增利润约
2960.86万元，2013年至 2015年度
报告中披露的存货数据存在虚假记
载等违法事实。
谁会是 2018 年“退市第一股”

除 *ST昆机外，去年 12月 22

日，*ST吉恩（600432）在回复监管层
问询时也坦言，已面临较大退市风
险。在暂停上市期间，*ST吉恩先后
经历债务逾期、高管频频离职、控股
股东持股被轮候冻结、部分财产被冻
结等，*ST吉恩希望通过重整实现
“自救”。不过，12月 17日，*ST吉恩
公告称，债权人吉林市国有资本投资
运营有限公司对 *ST吉恩的重整申
请，吉林省吉林市中级人民法院不予
受理，这也意味着 *ST吉恩恢复上市
的希望愈加渺茫。
目前来看，*ST昆机面临着双重
危机，*ST吉恩则主要取决于 2017
年度能否扭亏。两家公司股票恢复上
市，均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因此，*ST
昆机和 *ST吉恩在 2018年退市似
乎都有大概率。但谁会成为 2018年
的“退市第一股”，还将取决于公司年
报的公布情况。

多门店高效管理

微笑开启工作每一天

装修装饰行业刮起钉钉旋风

ROEN柔然壁纸，始创于
1995年，是国内壁纸、软装饰
行业领军者，中国驰名商标，
中国墙纸行业十大品牌，壁纸
行业唯一连续八届蝉联中国
500最具价值品牌。柔然在全
国有 600多家专卖店，为超过
850万家庭提供壁纸及软装
服务。
在柔然，员工每天的工作是
从一个微笑开始。柔然门店销售
冠军黄巧巧介绍说，员工每天早

在距离贵州省贵阳市十几公里的清
镇，柔然壁纸门店经理罗德彪发现，最近
有一批到货的产品在运输物流中受到损
坏，他直接在手机钉钉上的企业通讯录中
找到柔然北京总部的质量部门负责人，直
接把产品截图和情况发过去，对方收到后
马上给出执行方案。
“在钉钉上提交个审批流程，你看总
部那边很快就批复好了，整个流程处理前
后不过半个小时时间。 ”罗德彪介绍说，这
样快速方便的流程从 2016 年就开始了，
现在已习惯这样的高效处理方式。
清镇距离北京 2000 多公里，在使用
钉钉以后，罗德彪说根本感觉不到总部在
地理上的遥远，同总部沟通、门店间信息
同步，清镇门店与其他一线城市门店没有
任何区别。

协作高效如同面对面办公

里，各地门店有什么接地气的想
法，可以直接提出来。
不仅如此，据孟■介绍，他们
经常在钉钉里做经验分享，以方
便各地门店能学习公司最新的策
略和行业知识。“一般会把培训文
件和资料用视频或文字的形式记
录下来，之后传到钉钉的钉盘上，
再以公告的形式传出去。”地方门
店会根据不同需求，在钉盘中各
取所需，直接找到想查的资料。
对于柔然门店销售经理张

上会用钉钉的微笑打卡签到，每
个人的笑容指数会在笑容排行
榜上体现。“你每天早晨起来，自
己的精神状态很好，头发特别的
柔顺，早妆化得特别精致时，自
己的心情也会特别好。”
黄巧巧说钉钉上的笑容指
数，就像是一个人心情的一面镜
子。别人会给你的笑容点赞，这
也是工作之余的一个谈资。“比
如中午吃饭时，大家会看看别人
的笑容，自己的心情也会很好。”

审批报销线上轻松完成

荩柔然门店钉钉笑脸指数排行榜。

“柔然在全国有 600多家门
店，每个店管理层次和水平都不
一样，遇到问题的类型也不一
样。”柔然数据运营中心总监孟
■介绍说，有些门店是县级店
面，有些是省会级城市店面，对
总部的服务需求、管理需求、招
聘需求等都会有很大区别。以前
门店遇到问题会联系区域经理
或者销售服务部门，但沟通环节
多，上传下达容易走样。现在通
过钉钉的全员群，大家都在群

北京晨报首席记者 王洁

烨玮来说，以前最犯怵的就是
记同事的电话号码，她觉得既
麻烦又低效，现在则大为不同。
“要推进一项业务，我们可能
需要先打电话沟通，而钉钉上有
企业通讯录，不需要刻意记录某
个人手机号，在通讯录里找到对
方，不用加好友，就可以直接发消
息打电话。”张烨玮说同事所属的
部门具体岗位在钉钉上一目了
然，若需多人沟通，可以随时发起
电话会议。

600多家门店，每天都会产
生大量的审批和报销流程，现在
柔然的财务报销等审批流程也
都在钉钉上实现。据张烨玮介
绍，以前柔然是每个月有固定的
时间进行报销，例如每个月 15
号或者 30号是财务报销的日
子，在 15号或 30号之前，各店
店长统一把费用报销上交直营
经理，直营经理签报完之后再给
财务拿过去，都是临到时间节点
才去做。
“现在不需要固定的时间
点，通过钉钉上财务报销流程，
财务随时可以报掉，直接打到员
工报销卡里，非常方便。”比如店
员出去跑工地，产生交通费、餐
费等，在手机钉钉上填写表单，
拍好发票照片上传，直接就可以
提交审批。店长随时随地都能审
批完成，不需要等月底集中签
字。张烨玮说这样的方式可以
充分利用碎片化时间，既方便又
高效，店员的发票也不用老攒在

手里，可以随报随销。
柔然董事长张国光先生指
出，“新零售”是大势所趋，面对
高智能化、大数据化的市场需
求，当前柔然人加快拥抱新零
售，进行全渠道营销。使用钉钉
高效办公，简化了销售过程，缩
短了服务时间，同时服务更专业
更标准化，助力“新零售”。
根据最新数据，钉钉的用户
数已经超出一亿，已经是国内企
业级市场的领跑者。包括复星集
团、中国联通、统一集团、链家房
产、滴滴出行、远大科技、西贝餐
饮、分众传媒等在内的各行业众
多知名企业已经入驻钉钉。
据了解，在装修装饰行业，
包括实创装饰、苹果装饰、栖喜
装饰、方林装饰等业内知名企
业，也已经使用钉钉作为工作沟
通协同平台。钉钉的多门店管
理、高效审批、信息必达、员工关
怀等特点，是企业选择钉钉的重
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