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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销终结12连跌 谁在帮新能源车市“补气”

北京商报2020.8.12

月销迈过200万辆关口

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以及释放的消

费需求，正让国内车市加快复苏。数据显示，

今年7月国内汽车产销量分别为220.1万辆和

211.2万辆，同比分别增长21.9%和16.4%，整

体产销量再次站上200万辆关口。其中，乘用

车产销量分别为172.9万辆和166.5万辆，同比

分别增长13.2%和8.5%。同时，商用车产销量

分别为47.2万辆和44.7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70.3%和59.4%，延续今年以来的高销量势头。

值得关注的是，此前“掉队”的新能源汽

车销量，也在7月反弹。数据显示，今年7月新

能源汽车产量为10万辆，同比增长15.6%；销

量达9.8万辆，同比增长19.3%。其中，作为销

量贡献大户的新能源乘用车，今年7月销量高

达8.9万辆，同比增长28.7%。而在新能源乘用

车板块中，纯电动乘用车销量为7万辆，同比

增长38.1%；插电式混合动力车型销量为1.9

万辆，同比增长3.2%。

中汽协相关负责人表示：“纯电动汽车和

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产销量均呈增长趋势，

其中纯电动汽车增速更为明显，目前新能源

汽车市场以私人购买为主，因此新能源乘用

车增长更为明显。”

与此同时，今年前7个月，新能源汽车累计

产销量分别为49.6万辆和48.6万辆，同比分别下

降31.7%和32.8%。尽管前7个月新能源汽车累

计产销量依旧下滑三成，但中汽协方面表示，由

于7月产销量增长，降幅比上半年继续收窄。

政企合力破冰

事实上，新能源车市回暖背后，离不开政

策支持与车企的战略调整。

许海东对北京商报记者表示，从补贴退

坡开始到今年上半年，国内新能源汽车销量

持续下滑，促使企业开始进行战略调整，包括

今年启动的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企业在布

局高端市场的同时也开始重视农村市场。

据了解，今年7月15日，工信部等三部委

联合发布《关于开展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的

通知》，今年7-12月将在多地组织开展多场次

下乡活动。在刚刚结束的青岛站活动上，共有

20多家车企的40余款新能源汽车参与展销，

其中主要为小微纯电动车型。“随着新能源下

乡活动的进行，将拉动小型纯电动汽车市场

销量。”许海东表示，随着企业战略持续调整

以适应市场变化，今后几个月新能源车市将

保持稳定增长。

除各车企对战略布局进行调整，政策红

利的释放也助推新能源汽车销量增长。据统

计，今年上半年，国内至少有7座城市针对新

能源汽车出台补贴政策。其中，广州、天津、上

海等城市已针对新能源汽车给予购车补贴优

惠，综合补贴高达万元。在通过“真金白银”拉

动新能源汽车消费的同时，限购城市指标增

量也成为促进新能源汽车放量的方式之一。

今年8月，北京市将针对“无车家庭”增加发放

2万个新能源小客车牌照，鼓励无车家庭购买

新能源汽车。

不过，中汽协相关负责人还认为，除政企

合力外，由于去年7月新能源汽车补贴退坡导

致的较低基数，也成为今年7月销量回正的因

素之一。数据显示，去年7月国内新能源汽车

产销量分别仅为8.4万辆和8万辆，同比分别下

降6.9%和4.7%。

此外，今年4月起，中汽协将特斯拉、威

马、合众、理想等造车新势力纳入统计范围，也

对产销数据产生一定影响。数据显示，今年7月

特斯拉在华销量为1.1万辆，前7个月累计销量

为6.13万辆。中汽协方面预计，今年特斯拉将

为国内新能源车市带来10万辆的销量贡献。

承压双积分红线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7月释放的回暖信

号，也让中汽协对于今年新能源车市充满信

心。许海东预计，今年国内新能源汽车市场销

量将达100万辆。“如果算上特斯拉的销量，今

年新能源汽车销量将达110万辆。”他表示。

按照中汽协方面给出的销量预期，意味

着在今年三四季度，国内新能源汽车将完成

60万辆的销量目标。在业内人士看来，看似过

高的目标并不是不能完成。目前除政策支持

与车企战略调整，双积分政策也在倒逼车企

提速新能源车型布局，推动新能源产销目标

的达成。

按照双积分政策要求，在中国境内销售

乘用车的企业（含进口乘用车企业），对企业

平均燃料消耗量积分及新能源汽车积分情况

进行考核，只有两种积分之和大于零才算达

标，如果出现负积分，则需要采取措施抵偿归

零或调整生产与进口计划；若无法抵偿归零，

相关车企可能无法销售新品。

事实上，为应对今年上半年销量缺口带

来的双积分压力，各新能源车企均开启抢装

模式。数据显示，今年7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

量为5.0GWh，同环比均上升6.8%。其中，三元

电池累计装车量为3.3GWh，同比上升57.1%。

“受突发疫情影响，今年上半年大部分车企的

销量都不达预期，为完成今年双积分目标，车

企开始追赶任务量，这也将促进今年后几个

月新能源汽车产量的增长，装机量的上涨也

从侧面反映出车企的急迫心理。”汽车行业专

家颜景辉表示。

值得关注的是，今年6月发布的《关于修

改〈乘用车企业平均燃料消耗量与新能源汽

车积分并行管理办法〉的决定》中，将新能源

汽车积分比例要求从2018-2020年的8%、

10%、12%提升至2021-2023年的 14%、

16%、18%。这意味着未来车企迈过“双积

分”达标线，新能源汽车积分比例需相应提

高。业内人士认为，明年新版双积分政策实

施后，将进一步抑制由于补贴退坡导致的新

能源车产量下滑。北京商报记者 刘洋 刘晓梦

北京商报讯（记者 刘凤茹）2020年中
报陆续放榜，赛隆药业（002898）在8月11

日对外公布今年上半年的经营情况。对

于1.44万户股东来说，这份中报亏损的成

绩单显然并不让人满意。而近几年业绩

持续承压的赛隆药业，未来又该何去何

从值得关注。

从赛隆药业的半年报来看，公司今

年上半年的营收、归属净利润出现双降

的情形。数据显示，赛隆药业今年上半年

的营业收入约8843.55万元，同比下降

48.68%；对应实现的归属净利润亏损约

1321.3万元，同比由盈转亏。关于营业收

入下降的原因，赛隆药业称“主要系本报

告期内受疫情及主要产品受重点监控政

策影响，销售未达预期所致”。赛隆药业

还称，2020年初，新冠疫情突然袭来，各

级医疗机构的诊疗服务及患者就医计划

均受到影响，药品终端需求明显下降，同

时物流配送、商业推广、各省招投标准入

工作均受到一定程度限制。

据赛隆药业介绍，秉承“以科技领

先，成就健康事业”的企业宗旨，已建成

集医药中间体、原料药、制剂的研发、生

产、营销和技术服务为一体的医药全产业

链的现代化制药企业，主要产品包括门冬

氨酸鸟氨酸注射液及原料药、阿加曲班注

射液及原料药、注射用替加环素及原料

药、抗感染药、抗出血药、镇痛药等。

医药行业的收入算是赛隆药业重要

的营收来源，今年上半年赛隆药业医药

行业的营收约8455.63万元，同比下降

44.62%。赛隆药业单个产品的收入也不

均衡，其中单唾液酸四己糖神经节苷脂

钠注射液这款产品今年上半年的营收约

1373.75万元，同比下降47.49%，对应的

毛利率同比下降5.32%。氨甲环酸注射液

在今年上半年实现约586万元的收入，同

比增长6430.44%。

不过，中报亏损也并未影响投资者

对赛隆药业的投资热情。8月11日收盘，

赛隆药业收涨3.64%，收于13.95元/股。针

对公司相关问题，北京商报记者致电赛

隆药业董秘办公室进行采访，但对方电

话一直显示“正在通话中”。

从近几年的业绩表现来看，赛隆药

业盈利能力持续下降。数据显示，

2017-2019年，赛隆药业实现的归属净利

润分别约6450.51万元、6090.49万元、

2748.32万元。经计算，赛隆药业2019年的归

属净利润较2018年同比出现“腰斩”情形。

归属净利润接连下滑的问题也被深

交所重点关注。深交所称，2017-2019

年，赛隆药业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分别为8543万元、333万元、-4652

万元。对此，深交所要求赛隆药业说明近

三年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持续

减少的原因，与当期净利润的匹配情况

和差异原因。

赛隆药业回复称，近三年来，公司受

行业政策、市场变化的影响，经营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与净利润均出现下

降。主要原因系因公司销售受国家重点

监控药品目录政策的影响，为稳定市场

份额，对信用良好的客户采取授信政策，

应收账款额度同比增长较大，从而导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与净利润

出现差异。

两个不同领域的大佬在开疆拓土中难免

碰头，8月11日，北京商报记者发现，海天味业

推出了旗下首款火锅底料产品，正式入局火锅

底料市场。不过，在该市场，已有海底捞的“兄

弟”颐海国际布局多年。颐海国际为海底捞旗

下的独家底料供应商，其创始人和大股东同为

海底捞国际控股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张勇。也

就意味着，海天味业卖火锅底料，面对的竞争

对手不只是一个调料生产商，而是可以直达消

费者的火锅巨头海底捞。

首推火锅底料

8月11日，北京商报记者发现，海天味业天

猫旗舰店推出了首款海天牌火锅底料，有韩式

辣牛肉、新疆番茄等四种口味。

海天味业天猫旗舰店客服人员表示，火锅

底料产品为最近几天新推出的产品，对于后续

是否还会推出更多口味的相关产品，该客服人

员表示“并不清楚，目前仅推出了四种口味”。

事实上，海天味业在近几年的发展中，除

了布局酱油、蚝油、黄豆酱主营业务，一直在不

断尝试拓宽自己的赛道。2014年4月，海天味业

旗下子公司广东广中皇食品有限公司以9000

万元的价格收购开平广中皇食品有限公司，进

军腐乳行业。2017年2月，海天味业下属子公司

佛山市海天（江苏）调味食品有限公司以

4027.1万元收购镇江丹和醋业70%的股权，加

快食醋品类的布局。

此番布局火锅底料市场，海天味业早有计

划。2017年6月，在兴业证券一篇题为《海天味

业：酱油稳步高端化 成本压力已缓解》的研报

当中表示，醋、料酒及火锅底料为布局方向。

就布局火锅底料市场的原因及未来发展

规划等问题，北京商报记者对海天味业进行采

访，但截至记者发稿并未收到回复。

快消行业新零售专家鲍跃忠在接受北京

商报记者的采访时表示，海天味业酱油、黄豆

酱等主营产品经过长期发展，业绩增长逐渐放

缓，急需一个新领域挖掘新的业绩增长点，而

火锅底料在近几年的发展中呈现了较快的速

度，不光是海天味业在布局，一些食品企业也

纷纷入局火锅底料市场。

潜力赛道

基于火锅餐饮行业快速发展的辐射效应，

火锅底料成为了近几年最具发展潜力的领域

之一。《火锅行业全产业链报告》显示，自2011

年以来，火锅行业始终保持着10%以上的高增

速，全行业总销售额从2011年的1843亿元增

至2018年的4800亿元。

火锅产业的快速发展，推动了上游原料生

产、中游火锅底料和火锅调料等领域的同步发

展。目前，火锅底料市场已成为复合调味料第

二大细分市场。数据显示，2018年火锅底料市

场规模在200亿元左右，近几年增幅达到15%

左右。预计2020年市场规模将达310亿元，

2025年市场规模将超400亿元。

在战略定位专家、九德定位咨询公司创始

人徐雄俊看来，就目前而言，火锅底料行业有

着较强的发展潜力，随着海底捞火锅品牌餐饮

的快速发展，以及火锅食材标准化、商业化的日

趋发展，使得这一市场逐渐走向专业化，成为新

的资本增长点。在庞大的市场吸引下，很多企业

选择入局该领域。此外，原本火锅底料市场的

主要消费场景为B端，但近几年，随着家庭消费

的不断上升，火锅底料C端市场逐渐火爆。

数据显示，2019年“双11”当天，京东平台

火锅底料成交额同比增长130%。上半年，在C

端市场占据80%份额的天味食品也迎来较大

增长。2020年半年报预告显示，天味食品预计

上半年净利将增加8500万-1.04亿元，同比增

长82.85%-101.18%。

面对具有强大潜力的市场，入局者增多。

2017年，呷哺呷哺推出火锅底料产品；2018

年，火腿大王金锣推出两款火锅底料产品；

2019年9月，以“葱伴侣”黄豆酱闻名的调味品

企业欣和食品推出火锅底料产品。

遇劲敌存挑战

值得注意的是，在火锅底料赛道上，海天

味业面临的最大竞争对手是颐海国际。在调味

品行业中，颐海国际市值仅次于海天味业。8月

11日，颐海国际市值达1112.85亿元，海天味业

市值达5043.1亿元。

颐海国际为海底捞旗下的独家底料供应

商，其创始人和大股东同为张勇。产品主要

包括火锅底料、火锅蘸料、鸡精和中式复合

调味品。

年报数据显示，2019年颐海国际火锅调味

料产品实现营收28.13亿元，同比增长43.9%，

占总营收的65.7%，向关联方销售火锅底料产

品收入增长39.3%，向第三方销售火锅调味料

产品收入增长50.3%。

徐雄俊称，颐海国际背靠海底捞，在火锅底

料领域具有先天优势，近几年，颐海国际业绩

迅速增长，对其他品牌造成了较强的冲击，牢牢

占据着市占率榜首的位置。海天味业现在布局

火锅底料为时已晚，难以与颐海国际相抗衡。

数据显示，目前火锅底料排名前五的品牌

分别为颐海国际、红九九、天味食品、德庄、红

太阳。其中，颐海国际市占率为13%，红九九市

占率为8%，天味市占率5%。

在线下渠道布局方面，颐海国际经销商共

覆盖了中国30余个省级地区，以及49个海外

国家和地区，经销商数量超过1800家，调味料

及小火锅重叠经销商约1000家。相比之下，截

至2019年底，海天味业全国经销商网络总数

超过5000家，铺货渠道渗透到县乡镇级别。鲍

跃忠分析称，海天味业布局火锅底料领域比

较晚，还不足以与颐海国际竞争，也不会在短

时间内打破市场的整体格局。但随着后续发

展，凭借海天味业强大的渠道布局，或有可能

形成一定的竞争力。

北京商报记者 钱瑜 张君花

入局火锅底料 海天味业直面海底捞 营收净利双降 赛隆药业承压

连跌一年，国内新能源汽车销量终于触底反弹。8月11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以下简称“中汽协”）发布数据显示，今年7

月国内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均出现两位数增长。这意味着，在连跌12个月后，国内新能源汽车产销终于迎来了转机。

“这是今年新能源汽车销量首次回正。”中汽协副总工程师许海东对北京商报记者表示，今年国内新能源汽车销量预计

为110万辆。事实上，中汽协对新能源车市乐观估计的背后，助推销量增长的引擎不仅仅是政策红利带来的消费释放，更是

双积分政策倒逼下的车企“拿分赛”。

2020年3-7月新能源汽车产销情况一览
产量（万辆）

销量（万辆）

产量同比
销量同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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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5% -2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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