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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喔国际败走商超
2015-2018年天喔国际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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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料生产线，年产量可达1800万件。
针对公司的现状，北京商报记者联系
采访了天喔国际，但截至记者发稿，未收到
回复。
此外，在走访调查中，超市工作人员向北
京商报记者表示，“很久之前，天喔国际的蜂
蜜柚子茶销售情况就已经不是很好了，下架
以后也很少有消费者询问此款产品。尤其是
现在娃哈哈、三得利等品牌也相继推出柚子
茶系列产品，很快取代了消费者对天喔蜂蜜
柚子茶的选择”。
业绩迷云

曾经依托明星单品蜂蜜柚子茶，天喔国际卖出了50亿元销售额，但现在却悄然退出了商超。近日，北京商报记者走访发
现，天喔国际旗下产品蜂蜜柚子茶、开心果、猪肉脯和果味即饮茶在北京各大商超及便利店均已下架。这背后是天喔国际近
年来的经营惨淡与问题频出。数据显示，天喔国际2018年亏损41.74亿元，2019年上半年仍亏损6094万元。业内人士分析认
为，天喔国际业绩持续下跌与茶饮品市场不景气有很大关系。不过，相比产品受消费市场导向影响导致的营收下滑的“外
患”，天喔国际在管理经营方面的
“内忧”似乎更加严重。高管离职、董事长被带走调查等事件使天喔国际屡次陷入危机。

线下退出 线上缩水

北京商报记者在走访中发现，北京大型
商超及便利店包括物美、家乐福、永辉、盒马
鲜生、便利蜂等均已下架天喔国际相关产品，
除了天喔开心果、猪肉脯等零食产品，曾单品
年销售额达数亿元的明星产品天喔蜂蜜柚子
茶也难寻其迹。
2013年，天喔国际凭借蜂蜜柚子茶这款
明星产品顺利上市。2015年，天喔国际销售额

达50亿元，而蜂蜜柚子茶在其中占据了绝大
部分份额。
对于天喔国际在北京下架商超渠道产品
的现象，超市工作人员告诉北京商报记者，
“半年前，天喔国际就已经很少有新品上架，
后来天喔蜂蜜柚子茶等产品也陆续不再铺
货”。至于天喔国际下架相关产品的原因，超
市人员表示并不知情。
除退出线下商超渠道，天喔国际产品的
线上销售也出现缩水情况。北京商报记者在
淘宝查询天喔旗舰店发现，产品规格为

250ml、16盒装的天喔蜂蜜柚子茶售价为
24.9元每箱，月销量仅为326箱。值得注意的
是，北京地区显示此款产品已售罄，天喔旗
舰店客服人员告诉北京商报记者，“ 蜂蜜柚
子茶只发货江苏、浙江、上海地区，路程远了
容易破损”。
北京商报记者查询天喔国际官网了解
到，天喔国际拥有上海、福建、武汉、成都、内
蒙古、天津等十个生产园区，以武汉园区为
例，武汉天喔茶庄工厂于2011年5月正式投
产，厂房占地面积1.8万平方米，目前共有三条

收购凶猛 世茂拿下“三四千亿”的福晟
作为巨额资产包收购敲定、达成战略合
作后的首次公开亮相，在1月13日下午于福州
召开的世茂·福晟品牌发布会上，世茂集团正
式宣布与福晟集团缔结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并对外宣布双方将联合打造世茂·福晟新平
台。在业内人士看来，这个由世茂集团旗下世
茂海峡发展公司完全操盘的新平台，实则暗
藏了世茂集团更大的规模扩张野心。
此前媒体报道，“世茂方”包括世茂集团
和世茂海峡发展公司、福晟集团以及东方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三方，将以4： 3： 3的股权比例
展开战略合作。交易涉及福晟旗下粤港澳大
湾区内广州、深圳、惠州的多个商住项目和旧
改项目，体量超千亿元。消息称，具体项目数
量已由此前市场传言的74个上升至87个。
不过在1月13日召开的发布会上，世茂方
面并未对福晟集团的资产包收购细节进行详细
说明，而是对收购后的发展规划进行了披露。
发布会上，世茂集团董事局副主席、总裁
许世坛对外宣布，世茂和福晟交易之后形成
—世茂·福晟，接下来双方
了一个新品牌——
将联合打造“世茂·福晟”新平台，而后并购
涉及的项目将全部注入该平台，由世茂方面
的操盘。
福晟集团董事长潘伟明也于发布会上表
示，福晟集团会把在粤港澳大湾区1000万平
方米的旧改项目全部拿出来合作。现有可售
的1000多亿元货值要增加附加值，福晟集团
现有的存量还有三四千亿元的货值。

在此前的媒体报道中，东方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作为战略合作中的一方，将在世茂集
团和福晟集团分别出资40%、30%成立合资
公司之外，注资余下的30%部分。不过据许世
坛透露，东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在本次交易
中主要负责融资、财务、税务等方面的工作，
不会深入到福晟的资源整合和项目开发中。
在这场被许世坛多次强调为“全方位合
作”的并购中，交易双方都表示寄希望于借助
新平台实现共赢。
“世茂看中的是福晟的全产业链资源，福
晟的旧改的规模很大，大约有三四千亿元的
规模，此外，福州六建也补足了世茂在建筑领
域的空白。”许世坛说道。
“这个合作不是谁收购谁，而是两家公司
一起的合作，以后用的是世茂和福晟的品牌，
两家输出的是世茂·福晟这一个新的品牌。现
在由世茂海峡发展公司操盘，会有新的团队。
两家合作强调的是1+1一定大于2。”许世坛表
示，特别看好世茂·福晟这个新品牌。
据世茂集团执行董事、世茂海峡发展公
司董事长吕毅介绍，世茂在物业运营上具有
经验和能力，双方开展合作后，计划将福晟现
有物业租金收入提升50%。
自许世坛上任世茂集团总裁后，开启疯
狂收并购模式的世茂被贴上了“新晋并购王”
的标签。
据北京商报记者不完全统计，继2019年3
月开始，世茂集团已通过旗下两个上市平台

世茂股份、世茂房地产已先后收购泰禾、明
发、万通、粤泰的多个项目，其中涉及泰禾的
项目数量达到12个，累计斥资超过200亿元。
而事实上，世茂集团还有一部分收并购
项目未曾公示。许世坛此前就曾透露，世茂集
团收并购获取的项目很多并未公告，数量远
不止外界看到的这么多。
在业内人士看来，在2019年内的一系列
凶猛收并购背后，实则暗藏了世茂集团提速
冲规模的野心。而此次收购福晟集团资产包，
不仅是因为资产包性价比较高，也反映出世
茂集团看好资产包中位于粤港澳大湾区项目
的未来价值。根据第三方机构统计报告，2019
年发力粤港澳大湾区的房企大多取得了可观
的销售业绩。
实际上，世茂集团与福晟集团在福建也
是龙头企业的代表。“在福建，（世茂集团与福
晟集团的战略合作）是第一和第二的整合，整
体实力将会空前强大。”就世茂·福晟新平台
的成立，许世坛在发布会现场笑言道。
据了解，此次合作的操盘方世茂海峡发
展公司，是世茂集团旗下最大的全资子公司，
该公司由2019年初原“世茂福建”更名而来。
据机构统计数据，世茂海峡发展公司2019年
销售额已经破900亿元，而2019年上半年，世
茂房地产的签约额为1003.4亿元，仅仅世茂
海峡发展公司一个区域公司的销售业绩，在
集团签约额的占比就超过了1/3。
北京商报记者 董亮 荣蕾

事实上，天喔国际已停牌长达16个月。
2018年5月，天喔国际因董事长林建华被带走
接受调查而停牌。此后虽然短暂复牌，但天喔
国际又于2018年8月13日开始停牌，彼时的公
告还称其为“短暂停牌”，然而这一停，就一直
停到了现在。
值得注意的是，2018年8月13日停牌后一
周，天喔国际发布公告称，天喔国际内部检查
发现存在不寻常交易，致使天喔国际2018年
预期中期业绩有重大亏损。
公告显示，不寻常交易主要分为三类。
其一，自2016年以来，天喔国际多家附属公
司向合作方支付16.85亿元的预付款项，然
而自查之后，董事会却发现天喔国际并未收
到任何待交付货品，其中大部分已构成违
约，且此前董事会竟毫不知情。其二，2017
年，林建华代表天喔国际附属公司天喔食品
签订了一笔额度4.5亿元的贷款，可调查后
发现，天喔国际多名执行董事、非执行董事
及独立非执行董事都对此表示不知情，且未
按要求在2017年年报中公告，彼时已划拨
3.36亿元。其三，天喔国际附属公司还曾支
付5000多万元购买红酒，结果却两次延期，
且货品由红酒变为了烈酒。2018年6月，发
货方通知附属公司称货品已交付，但天喔
国际却表示“未收到货品”。简言之，天喔
国际有21亿元被前董事长“花了”，而且其
他高管还不知情。
然而，不只扑朔迷离的21亿元，业绩巨亏
再次给天喔国际带来重创。2018年财报显示，
天喔国际2018年亏损约41.74亿元，在延期披
露的2019年半年报中，天喔国际仍在2019年
上半年净亏约6094万元，合计亏损超42亿元。

内忧外患

结合天喔国际的市场表现以及业绩披露
情况，业内人士分析认为，天喔国际业绩持续
下跌与茶饮品市场不景气有很大关系。目前，
市场上的饮料层出不穷，可口可乐、百事可乐
等各大海外品牌和国内各大饮料品牌争相布
局茶饮市场，椰奶、果汁、功能饮料、豆奶、核
桃乳等其他品类也不断侵占茶饮市场份额。
因此，天喔国际产品销售业绩下滑也是预料
之中。
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蓬表示，茶饮
品市场不景气的根本原因在于消费升级的大
环境以及消费者对于健康饮食的追求。目前，
主流消费群体的消费饮品需求已从碳酸饮料
过渡到茶饮料后，又过渡到包装水和健康饮
料。而天喔国际的饮品布局，还是以蜂蜜柚子
茶以及炭烧咖啡为主，主打产品过于单一。
“不过，相比产品受到消费市场影响，从
而导致营收下滑的‘外患’，天喔国际在管理
经营方面的‘内忧’似乎更加严重。”经济学家
宋清辉表示。除茶饮品市场不景气，高管离
职、董事长被带走调查等事件也使天喔国际
屡次陷入危机。
2018年5月，天喔国际创始人、前董事会
主席林建华失联，被要求协助有关主管部门
进行调查。受此影响，天喔国际的股价大跌，
至2018年8月13日停牌。2018年11月12日，一
名债权人向开曼群岛大法院提交了对天喔国
际的清盘呈请。一周后，开曼群岛大法院批准
天喔国际的共同临时清盘人申请。
面对风雨飘摇的天喔国际，多位高管也
纷纷选择离开。2018年12月31日，天喔国际发
布公告称，严志雄辞任天喔国际执行董事和
行政总裁一职。在此之前，执行董事林铿，独
立非执行董事沈亚龙，独立非执行董事刘干
宗、张睿价、王龙根，首席财务官吴文楠，执行
董事兼运营总监徐建新已经先后辞职。
朱丹蓬认为，“天喔国际处境越来越不乐
观，未来前景也非常不明朗。天喔国际作为一
家上市企业，内部管理并未建立起一个完善
的职业经理人机制和监督制度，导致企业出
现重大的财务问题，且创始人出现问题后，企
业运作陷入瘫痪。短期内，天喔国际很难迎来
‘接盘侠’”。
北京商报记者 钱瑜 王晓

2019年我国汽车销量下降8.2%
1月
13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以下简称“中汽
协”）公布2019年全年销量数据。2019年，
我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572.1万辆和
2576.9万辆，较2018年分别下滑7.5%和
8.2%。中汽协方面认为，汽车行业转型升
级、环保标准切换及新能源补贴退坡等因
素令行业承受了较大压力，这是造成产销
量降幅扩大的主因。
在乘用车方面，数据显示，2019年，乘
用车产销分别完成2136万辆和2144.4万
辆，同比分别下降9.2%和9.6%。在乘用车
主要品种中，与上年同期相比，四大类乘
用车品种产销均呈下降，多功能乘用车
（MPV）降幅最为明显。在商用车方面，
2019年产销分别为436万辆和432.4万辆，
产量同比增长1.9%，销量下降1.1%。在商
用车主要品种中，与上年同期相比，客车
产销呈小幅下降，货车产量略增，销量微
降。而在货车主要产品中，与上年同期相
比，重型货车产销均呈增长，轻型和微型
货车产量略增，销量微降，中型货车产销
呈明显下降。此外，在客车主要品种中，与
上年同期相比，三大类客车品种产销均呈
下降，中型客车降幅居前。
此外，2019年新能源汽车产销也继
2018年之后持续下降。去年，中国新能源汽
车产销分别完成124.2万辆和120.6万辆，
同比分别下降2.3%和4.0%。其中纯电动汽
车生产完成102万辆，同比增长3.4%；销售
北京商报讯 （记者 钱瑜 刘晓梦）

完成97.2万辆，同比下降1.2%。插电式混合
动力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2.0万辆和23.2万
辆，同比分别下降22.5%和14.5%。燃料电
池汽车产销分别完成2833辆和2737辆，同
比分别增长85.5%和79.2%。
中汽协副秘书长陈士华认为，2019
补贴大幅退坡，对生产企业影响很大。去
年下半年，新能源汽车产销呈现大幅下
降态势。“ 希望国家下一步继续支持新能
源车发展，但不可能继续大幅财政补贴，
而是通过税收、使用环节等政策予以引
导。消费者对新能源车的认可度没得到
确认，对2020年新能源汽车谨慎乐观。”
陈士华表示。
北京商报记者了解到，在2020中国电
动汽车百人会论坛举办期间，工信部相关
司局负责人表示，今年的新能源汽车补贴
政策将保持相对稳定，不会大幅退坡。这意
味着，2020年新能源的补贴退坡将在一定
程度上“放缓”，对今年的新能源市场也将
有一定助力。
值得一提的是，2019年12月我国汽车
产销量分别为268.3万辆和265.8万辆，产量
同比增长8.1%，销量同比下滑0.1%。陈士
华表示：“2020年春节比往年提前，从而带
动销售旺季提前到来，使得2019年四季度
总体表现好于全年。预计在2020年，我国宏
观经济仍将保持稳定增长，中国汽车产业
也将延续恢复向好、持续调整、总体稳定的
发展态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