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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部件断供 半数车企延迟复工

揽收80.05亿元

北京市规自委早于2月10日就提出要

求，每家竞买单位进入拍卖厅的人员不得

超过2人，并须在现场竞价过程中全程佩戴

口罩。

全新的土拍体验和目前市场的情况也让

到场企业越发谨慎。北京商报记者了解到，石

景山西黄村地块仅有首创一家企业参与竞拍，

最终以底价成交。根据土地出让文件，该地块

位于地铁6号线西黄村地铁站北侧，建设用地

面积约3.84万平方米，规划建筑面积约11.78万

平方米，起始价29.75亿元，容积率3.07，用地性

质为F2公建混合住宅用地。

因为是F2公建混合住宅用地，石景山西

黄村地块争夺并不“火热”，首创此次竞得该

地块，也与其深耕该区域有关。据了解，在

2019年初，首创+新城联合体以底价49.53亿

元拿下石景山首宗棚改限竞房地块，也就是

目前的禧悦学府项目。而该项目也位于石景

山西黄村，距地铁6号线西黄村站约300米，此

次首创在该区域再下一子，可能是商业+住宅

的互补。

除石景山西黄村地块外，大兴采育镇地

块因出让面积小，也未能带来太激烈的争夺，

经过8轮角逐，京能以3.6亿元摘得该地块，溢

价率25%。

在3宗不限价地块中，通州马驹桥地块是

此次土拍的“重头戏”。吸引首开+旭辉、华润+

中交、平安、金茂、世茂等多家品牌房企的参

与，经过40轮的激烈角逐，最终被华润+中交

以46.7亿元的价格成交，溢价率为22.9%。这

也是自2017年“限房价竞地价”模式全面推广

以来，通州成交的第一宗纯商品房住宅，即使

该地块位于通州“双限购”区域，也丝毫未能

影响房企们拿地的热情。

“国”字头成主力

3宗不限价地块揽金80.05亿元，也让行

业看到了未来的希望。

易居研究院智库中心研究总监严跃进表

示，春节复工后的首场土拍活动，具有很强

的信号意义，既体现了土地交易市场积极的

导向，也能够给相关房企今年投资提供各类

参考。

严跃进称，在过去北京部分地块因为限

价，导致房企成本难以平衡，最终土地交易出

现流拍等情况。而当前北京土地交易取消了

限价等管控，客观上说明市场化交易的模式

继续出现，这是值得肯定的地方。从实际过程

看，房企反而欢迎不限价的地块，因为操盘更

能把握。

“受疫情影响，此次拿地主体皆有‘国’字

头背景，这和其资金方面的实力较大是有关

的。”严跃进表示，从实际情况看，国企拿地力

度很强，或者说优势较为明显。当前很多房企

销售状况受影响，后续若是要拍地，和央企进

行合作等方式或是比较可行的。

诸葛找房数据研究中心分析师陈霄则表

示，土地市场2019年就处于低温状态，2020年

伊始受到疫情冲击，多地土拍延期，本次土

拍作为疫情后北京的首场土拍，必然需要国

企出头来起到表率带头作用。另外受到疫情

影响，房企开工受阻、售楼处基本处于停闭

状态，销售回款不足，房企资金链承压，在这

种背景下国企的资金优势得到体现。

受疫情对市场带来的影响，房企拿地观

望情绪更为浓厚。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

伟分析称，在疫情还处于高位的情况下，敢拿

地的企业资金链的确不紧张，而且也对疫情

快速解决有信心。最近敢拿地的其实都是“赌

博”，疫情能快速缓解的话，肯定都是抄底，获

得了优质底价地块，弯道超车，但如果疫情影

响持续，那么很可能就是跌下泥潭。

市场“开闸”

北京鼠年的首场土地拍卖也被视为土地

市场“开闸”的讯号。

此前，受到疫情影响，多地区土地市场此

前处于“冰封”状态。其中包括北京、天津、上

海、杭州、重庆等城市，纷纷延期土地出让。

北京市调整了海淀区及昌平区3宗国有

建设用地使用权挂牌出让时间，竞买申请截

止时间由2月3日调整为2月13日；而上海原定

于2月3日出让的普陀区2宗地和奉贤区1宗

地，也延迟至2月12日出让；武汉计划于2月5

日现场出让的2宗地块，挂牌出让截止时间调

整至2月19日；深圳原定于2月11日出让的3宗

宅地及1宗商住地块将顺延至2月20日出让。

“对于最近很多城市来说，现在的土地代

表未来的供应。对于企业来说，现在是非私企

大量拿优质土地的好时机，土地市场分化，整

体溢价率肯定会明显降低。”张大伟强调，土

地市场整体看，短期大部分企业不敢介入，这

给了部分资金实力雄厚的企业抄底的机会。

北京商报记者 董亮 王寅浩

新冠肺炎防控攻坚期，健身在居家

场景下意外成了刚需，健身行业也借机

收获了不少粉丝。不过，在健身房线上

圈粉的背后，线下业务的暂停也给各个

健身房带来了经营影响。

2月11日，北京商报记者发现，包括

Keep、超级猩猩、青鸟体育等健身平台

近日都公布了继续停业的通知，何时恢

复营业尚无具体时间表。

“根据以往健身行业的业绩规律，

春节后是健身场馆业绩上扬的主要时

段。通常2、3月的业绩能占到一季度的

80%以上。”青鸟体育董事长卞光明认

为，从1月底便停业的门店至今仍未营

业，指望在一季度拉新的可能性已不存

在，企业正陷入营收几近停滞但成本居

高不下的窘境。

2019年，在房租和人力成本高压

下，多地的传统健身房出现了卷钱跑路

的现象。对此，《北京市体育健身经营场

所预付式消费管理细则（征求意见稿）》

（以下简称《细则》）发布。按照《细则》，

对于体育健身的预付费消费，原则上不

应发售有效期超过3个月、面额（预付

额）超过3000元的预付健身产品。

“从去年底开始，各传统健身房就

已从年卡销售转为了季卡销售。这也意

味着若一季度持续停业，收入减少的背

景下，很多中小企业账上现金流很难撑

过3个月。”在北京大学国家体育产业研

究基地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研究课题

组副教授郭斌看来，取消年卡预付费，

整个健身行业的发展模式也将面临巨

大的转变，现在多家健身房面临的是存

量客户问题，唯一的办法是维系现有的

客户，减少会员的流失。

据了解，目前各传统健身房均采取

了延续会员期限的办法，并开通了线上

直播课程和咨询服务。万国体育在公告

中写道，“取消原定于2月4日开始的线

下课程，全国各城市场馆关闭停课。自2

月4日起，学员会籍将根据闭馆天数进

行相等天数的顺延”。而青鸟体育也决

定，为所有有效会员的会籍时间增加一

个月。

线下运营的无法持续，却意外引发

了线上的竞争。多家运动健身机构表

示，人们日常的户外健身需求转变为居

家健身，需要更丰富的相关内容指导。

超级猩猩创始人跳跳认为线上直

播的火爆是个“意外”。事情的起因是她

看到用户都在群里说想出门运动但又

没法实现，于是就决定先在深圳小范围

做个尝试。临时注册了个账号，没想到

第一场直播同时在线人数就超过了17

万，还成了一直播上的TOPONE主播。

据悉，目前很多健身品牌都推出了

在线直播课程。首批开设直播课的健

身品牌包括Keep、乐刻以及健身俱乐

部壹季、一兆韦德、青鸟体育等。一天

排课量在3-4节不等，分别在抖音和

连接微博的一直播上进行运动直播。

直播内容以家庭健身为主，大多数教

练都是通过家庭场景来直播相关课

程，运动道具也都是家庭场景下获取

的内容。

目前看来，在外出活动被限制、用

户不得不囿于居所的情况下，互联网

让健身从业者在线上获得了流量。据

悉，超级猩猩在一直播平台上的“超猩

家里蹲”账号高峰时期有几百万人在

线观看，而Keep在抖音平台的官方账

号“Keep君和他的朋友们”每节课的播

放量也都上万。TT直播健身既实现了

用户增长，也收获了口碑。TT直播创始

人张康也表示，通过直播健身，15天内

TT直播实现了日复合20%的用户增

长，等一季度结束，整个用户的数量应

该会是之前的10-20倍。

对此，郭斌认为，借助家庭健身线

上直播和教学等方式，健身行业从业者

既实现了用户增长，也收获了口碑。虽

然网络直播是非常时期的非常手段，但

至少为健身行业提供了新的试验场，也

为以后线上线下融合提供了模拟条件。

北京商报记者 蓝朝晖

再延复工时间表

时间首先倒回2月10日，作为众多车

企既定的“复工日”，北京现代、特斯拉、蔚

来汽车、长安福特等半数车企相继开工。

“我们2月10日工厂复工。”北京现代相关

负责人对北京商报记者表示，复工后北京

现代将采取以销定产方式部分复工，但不

会满负荷运营。

不过，另一半车企则选择延期复工。受疫

情影响，目前位于湖北省的东风集团（含东风

本田、东风日产、东风雷诺、东风乘用车等）依

旧处于停产状态。同时，除东风集团，丰田、宝

马、起亚等车企在华合资工厂也相继将复工

日期推迟至2月17日。丰田方面表示，在考虑

地方政府对疫情指导方针，以及当地物流、零

部件采购等情况后作出判断，丰田决定延长

所有在华工厂停产时间。

受部分员工需自我隔离无法上岗、供应

配件不足、物流延长等影响，多数车企均延迟

开工时间表，具体开工日期不早于当地政府

规定时间。北汽相关负责人表示，现阶段受湖

北省供应商最快2月14日才能复产影响，加

上零配件运输问题，北京汽车株洲分厂最快

也要在2月17日才能复产。

值得一提的是，零部件断供、物流无法保

证，不仅成为延期开工车企的难题，也为已开

工车企在整车制造上带来压力。“长安福特严

格按照国家以及重庆市有关要求，于2月10

日复工。”长安福特相关负责人对北京商报记

者表示，但由于零部件供应商及车企生产恢

复问题，2月甚至3月大部分已开工车企生产

量均会低于预期。

生产受限资金承压

事实上，国内车企“等米下锅”的现状，与

零部件企业生产停摆不无关系。据了解，根据

目前各省规定的复工时间，大部分零部件企

业将延期一周复工，而对于湖北省零部件企

业的影响更加严重，供应链体系将受到复工

延期及订单波动双重影响。

据统计，仅武汉市汽车供应链企业便超

过百家，包括博世、格特拉克、德尔福、法雷

奥、万向等规模以上零部件配件企业。

生产受限不仅影响车企生产正常运转，

零配件供应商自身也承担着不小压力。据了

解，汇大机械制造（湖州）有限公司因受疫情

的影响停工超过一周，无法按时履行此前签

订的“每周向法国标致集团非洲工厂交付1万

套转向机壳体”合同，面临承担240万元的合

同损失，还要被追偿因导致客户生产线停产

两周而造成的约3000万元等损失。

据了解，该企业已向中国国际贸易促进

委员会湖州市委员会求助，申请领取全国首

份“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不可抗力

事实性证明”，尽量减少损失。

不仅汇大机械制造这种大企业，受资金

链短缺、物流延期等因素影响，中小型零部

件供应商的生产压力更大。“零部件企业上

游有原材料成本管控，下游有整车厂压制，

这两年来利润空间本来就不大。”一位小型

零配件企业供应商负责人坦言，生产停滞，

但房租、人工、贷款并不会减少，晚开工一天

就多一天损失。

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对212家零部件

企业调查结果显示，受疫情影响，零部件企业

营业收入损失最高达20亿元，营收损失在

2000万-5000万元之间的企业占比为16%。

据了解，依赖现有库存是当前零部件供

应商的主要应对方式。上述负责人表示，现在

还有少量库存能够进行短期应对，但如果迟

迟不能开工，后面的供应便会出问题。

与经销商共同进退

值得注意的是，在零部件供应商资金承

压的同时，作为供应链另一端的车企也面临

不小压力。近日，北京奔驰在一封给天津市武

清区人民政府的函件上表示，“目前公司仅有

一天安全库存，一旦停限产超过一天，都将导

致北京奔驰停产”。

对此，北京奔驰恳请天津市武清区人民

政府给予19家供应商以下许可：允许北京奔

驰供应商2月8日可以将成品库存运往北京奔

驰；批准供应商正常复工。北京奔驰方面表

示：“如果不能如期复工，经济损失每天将超4

亿元。”

汽车行业专家颜景辉表示，零配件供应

不足、复工不及时，让汽车企业现阶段遇到

“无米下锅”的难题，车企应积极与供应商及

当地政府进行协商，根据库存情况进行调

整，共同渡过难关。“这只是暂时性问题，对

于关键配件可以协商先期生产保证供应。”

他表示。

虽然零配件生产“告急”影响车企如期复

工，但对经销商并未产生影响。一位合资品牌

经销商负责人表示：“售后方面我们的配件充

足，不会影响车主修车和保养。”

不过，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身处增速放

缓车市中的企业和经销商，今年仍将面临挑

战。中国汽车流通协会预测，2020年前两个

月国内汽车累计销量将同比下滑20%左右。

“目前的情况，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市场消

费信心。”颜景辉认为，目前车企产能无法保

证，有利于经销商消化库存。但是，在疫情结

束后，车企也要理性生产并为经销商制订可

行的销售计划。

北京商报记者 刘洋 刘晓梦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大概是

半数国内车企在“复工日”的写照。

2月11日，北京商报记者了解到，在

人员不足、物流遇阻、疫情防控需要

等因素下， 不少零配件供应商生产

受限， 导致五成国内车企未在2月

10日如期复工。 业内人士表示，受

疫情影响， 多数车企及零部件供应

商延迟复工， 使得今年国内车市大

盘走势再添不确定性， 同时由于大

部分零部件供应商均在国内设厂，

“断供”也在影响全球汽车供应链。

经过一次延期后，2月11日下

午，北京土地市场迎来鼠年首拍，3

宗不限价地块分别位于石景山西

黄村、 通州马驹桥以及大兴采育

镇，最终，京能以3.6亿元摘得大兴

采育镇地块， 首创以29.75亿元摘

得石景山西黄村地块，备受关注的

通州马驹桥地块，在经历40轮激烈

的竞争后， 由华润+中交以46.7亿

元摘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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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宗拍卖土地情况一览

★位于亦庄新城0500街区，土地面积约9.9公顷，建筑

规模约22.02万平方米。
★吸引首开+旭辉、华润+中交、平安、金茂、世茂等多家
品牌房企的参与，经过40轮的激烈角逐，最终被华润+

中交以46.7亿元的价格成交，溢价率为22.9%。

◆通州区马驹桥地块

★位于地铁6号线西黄村地铁站北侧， 建设用地面积约

3.84万平方米，规划建筑面积约11.78万平方米。
★仅有首创一家企业参与竞拍，最终以底价成交。

◆石景山区西黄村地块

★该地块北侧至育林街， 南侧至规划建设用地边界，西
侧至采文路，东侧至首镇路。
★经过8轮角逐， 京能以3.6亿元摘得该地块， 溢价率

25%。

◆大兴区采育镇地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