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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龙自救技穷
交出亏损13亿元的半年报数周后，神龙汽车再一次迎来高层人事调整。9月2日，陈彬接替李军成为东风汽车集团有限公

高层变动频繁

司（以下简称“东风汽车”）旗下法系合资车企神龙汽车中方一把手。业内人士表示，与此前的神龙汽车中方一把手相比，拥有

集团领导身份的陈彬有望让神龙汽车从东风汽车获得更多资源，但股东方的支持只是一方面，神龙汽车要想真正走出困境，
东风汽车发布声明显示，陈彬出任神龙
汽车执行副总经理、党委书记。由于目前神龙
还需重塑体制机制提高内生创新能力，仅靠换岗显然不够。
汽车总经理职务由法方股东派员担任，因此
神龙汽车高层变动
执行副总经理陈彬的身份为神龙汽车中方一
把手。
据了解，陈彬在东风系企业任职超过20
5月 东风集团副总张祖同兼任董事长
年。资料显示，陈彬1998年7月参加工作，历任
9月 陈彬接替李军出任执行副总经理
东风德纳车桥有限公司十堰工厂厂长助理，
东风德纳车桥有限公司采购部部长，东风汽
车团委书记，东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
2月 罗思博接替麦柯然担任总经理
9月 东风集团副总安铁成卸任董事长
记、总经理。
近年来，神龙汽车高层变动频繁。2017年
下半年，神龙汽车旗下东风标致和东风雪铁
12月 麦柯然接替苏维彬担任总经理，李军出任执行副总经理
龙两大品牌掌舵人李海港和饶杰相继离开。
2018年底，神龙汽车原总经理苏维彬又被调
1月 周永春接替吕海涛担任商务副总经理
离，原执行副总经理麦柯然接任总经理一职。
3月 东风集团副总安铁成接替刘卫东兼任董事长
去年2月，来自PSA集团的罗思博又接替麦柯
然担任神龙汽车总经理。
9月 东风标致总经理李海港离职，东风雪铁龙总经理饶杰离职
频繁的人事变动与神龙汽车的低迷销量
70.4 60
不无关系。数据显示，2015年，神龙汽车销量
超过70万辆。但从2016年起，神龙汽车开始走
2017年
43.4
下坡路，2017-2019年，神龙汽车销量分别为
43.4万辆、25.5万辆、11.35万辆。
2018年
作为神龙汽车上一任掌舵者，李军2018
2019年
年底开始担任神龙汽车执行副总经理。针对
25.5
李军未来的履职去向，北京商报记者联系东
风汽车相关负责人，但截至记者发稿，尚未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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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回复。
资料显示，在李军任上，神龙汽车公布
近五年神龙汽车销量变化一览（万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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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计划，计划通过培元、固元、拓元三个阶
段实现神龙汽车的复兴。“元”计划包括两部
零售销量为1.2万辆，同比下降69%；雪铁龙品 理想，主要有内外两个方面因素，外部因素为
分，第一部分为优化资产配置、降低盈亏平衡 “元”计划实施情况不够理想有关。
疫情冲击，内部因素则是神龙汽车自身实力
根据“元”计划，2020-2021年为固元阶 牌零售销量为8377辆，同比下降76.6%。
点；第二部分为推出更多全新车型，实现销量
不足。
尽管实施了“元”计划，但神龙汽车的品
除销量下滑，神龙汽车也仍未摆脱亏损
段，此阶段神龙汽车将把盈亏平衡点降至1
5
重新增长。
万辆以下，逐渐恢复体系能力，将销量逐步提 困境。今年8月，东风汽车在中国香港上市公 牌影响力和研发能力并没有根本性改观，东
升到25万辆水平，实现稳定盈利。此前，李军 司东风集团股份发布公告称，今年上半年，神 风标致、东风雪铁龙在国内市场仍然为小众
“
元”计划受挫
表示：“希望通过‘元’计划，神龙能在2020年 龙汽车及东风标致雪铁龙汽车销售有限责任 品牌。
公司合并财报后的收入为6.86亿欧元（约合
如今，李军任职不过1年8个月，而“元”计 实现盈利。”
然而，今年神龙汽车销量仍继续下滑。数 30亿元人民币），同比下降57.5%；净亏损达
划仍处实施阶段，为何神龙汽车此时再对高
新帅难救火
层进行调整？汽车行业分析师张翔认为，中方 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神龙汽车累计销量仅为 1.68亿欧元（约合13亿元人民币）。张翔认为，
随着此次人事变动完成，陈彬将从李军
股东选择此时调整人事，不排除与神龙汽车 2.32万辆，同比下降63.13%。其中，标致品牌 之所以神龙汽车“元”计划在今年实施情况不

手中接过复兴神龙汽车的担子。“此次对神龙
汽车主要领导进行调整，是东风汽车党委基
于公司‘十四五’规划所作出的慎重决定。东
风汽车将继续发挥好股东作用，支持神龙汽
车发展，推动全价值链重回健康轨道。”东风
汽车相关负责人称。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陈彬不仅出任神龙
汽车执行副总经理，还将出任东风集团股份
总裁助理，相当于东风汽车集团领导开始直
接管理神龙汽车。
“由更高级别的领导直接管理神龙汽车，
能够提高神龙汽车的决策和沟通效率，也有
利于神龙汽车从东风汽车内部获得更多资
源。”张翔说。
在工作能力上，陈彬2016年6月调任东
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东风有
限”） 党委书记，2018年8月担任东风有限
总经理。在陈彬带领下，东风有限年销量连
续四年跑赢市场大盘，盈利能力也保持稳
定。不过，东风有限为商用车企业，从官方
履历上看，陈彬缺少直接掌舵乘用车企业的
经验。
此次履新神龙汽车后，如何进一步提升
产品本土化程度将成为摆在陈彬面前的一大
难题。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秘书长崔东树
表示，神龙汽车的最大问题在于产品不够本
土化，很容易和中国市场脱节，毕竟中方股东
为一家传统国企，外方股东则是一家讲求“浪
漫”的法国企业。
去年底，东风汽车与PSA集团达成新协
议，内容包括延长神龙汽车合资期限、加强知
识产权合作、允许产品适应性改进等。同时，
PSA集团还计划通过神龙汽车国产欧宝品
牌，使该品牌重回中国市场。
张翔表示，在产品本土化创新上，仅靠中
法股东方在技术和产品层面的支持是不够
的，神龙汽车还应破除体制上的束缚。虽然神
龙汽车的体制有过调整，但依然不够灵活，公
司内部很多机构已经有些老化。但体制的重
塑需要一定时间，不可能通过调整高层就能
迅速实现。因此，陈彬的上任能够神龙汽车带
来一些好处，但短期内仍难以彻底逆转神龙
汽车的颓势。
北京商报记者 刘洋 濮振宇

连年涨价 片仔癀“药中茅台”是如何炼成的
中药市值头把交椅易主。9月2日，片仔癀涨超5%，总市值超1600亿元，超越云南白药成为第一大市值中药股。目

2020年云南白药、片仔癀业绩情况一览

前，片仔癀的主要收入来源为片仔癀系列的肝病用药，然而，该药品在同类市场上的竞争力并不高。尽管依靠连年涨
价，片仔癀收获了稳定增长的业绩，并得到了“药中茅台”的美誉，但在肝病治疗药物产品较多、自身研发实力不强的
背景下，片仔癀能否保住现有地位，仍是未知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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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白药、片仔癀市值变动情况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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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日，片仔癀涨超5%，总市值达1646
亿元。云南白药微涨，总市值为1601亿元。在
上周五登上中药行业市值榜首宝座，随之跌
回第二位后，片仔癀重回中药行业市值首位。
据了解，片仔癀今年以来股价持续飙升，累计
涨幅达140%。
作为四大传统中药之一，片仔癀与云南
白药、同仁堂、东阿阿胶被称为中药界的西
毒、南帝、北丐和东邪。其中，片仔癀成立于
1999年12月，于2003年6月在上交所挂牌上
市交易。云南白药于1993年登陆深交所。同仁
堂、东阿阿胶则分别于1997年、1996年在上交
所、深交所挂牌上市。
目前，片仔癀与云南白药的市值已双双
步入千亿元梯队，同仁堂和东阿阿胶的市值
尚不足500亿元。对于片仔癀的高市值，香颂
资本董事沈萌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片仔癀是极少数国家机密药方的持有者，
加上医药板块在上半年疫情的推动下表现突
出，片仔癀股价上涨。单纯从价值上来看，片
仔癀估值过高。
对于片仔癀高估值的原因，医药行业投
资人士李顼向北京商报记者表示，片仔癀拥
有独家品种，一定程度造就了高估值。
资料显示，片仔癀是国家一级中药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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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以白药膏、白药牙膏等为主线的健康护理
用品。在成功打造出云南白药牙膏等产品后，
2008年12月，云南白药市值达184亿元，超同
行业中医药上市公司东阿阿胶、同仁堂、片仔
癀这几家企业市值的总和。
值得关注的是，片仔癀于2014年提出了
与云南白药颇为相似的“一核两翼”发展战
略，即在夯实以片仔癀系列产品为主的医药
制药业基础上，加强化妆品、日化品及保健品
发展路径相似
两翼。在日化板块，片仔癀同样推出了“片仔
与云南白药的“南帝”相对，片仔癀被称 癀清火系列”牙膏。
为“西毒”，两“对头”不仅在市值上你追我赶，
虽然双方都在拓展医药老本行之外的业
在业务布局上也是相互较劲。
务，向日化、保健等领域延伸，但从目前来看，
2005年，云南白药提出“稳中央、突两翼” 医药仍是上述两家公司目前主要的营收来源。
的发展战略，其中“稳中央”指保持云南白药 2020年上半年，片仔癀的“一核”实现营收13.95
现有主产品销售的稳定增长，“突两翼”指发 亿元，同比增长17.01%，占总营收的43.09%。其

品种，处方及工艺为国家秘密。片仔癀独家生
产中成药片仔癀，片仔癀系列是片仔癀公司
的核心产品，包括片仔癀、片仔癀胶囊、复方
片仔癀含片等。
针对公司高市值的原因、未来发展规划
等问题，北京商报记者联系了片仔癀相关负
责人，但截至记者发稿，尚未收到回复。

中以片仔癀系列产品为最核心的肝病用药实
现营收13.5亿元，同比增长16.8%。
片仔癀“两翼”中的化妆品、日化板块实
现营收4.53亿元，同比增长49.37%，占总营收
的13.98%。2020年上半年，主要业务为口腔
清洁用品生产和销售的云南白药集团健康产
品有限公司实现营收27.65亿元，在云南白药
的总营收中占比17.85%。
能否守擂

跃升中药第一股耗费十年，片仔癀能否
守住“第一”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近年来，片
仔癀业绩稳步提升，这背后离不开15年来对
核心产品的15次调价。今年1月，片仔癀旗下
的“片仔癀锭剂”国内市场渠道零售价格上调

至590元/ 粒，单粒零售价较此前上涨60元。据
北京商报记者不完全统计，2005-2020年的
15年间，片仔癀15次调整价格，旗下片仔癀产
品价格上涨4.72倍。
在片仔癀的价格逐年飙升，且兼具收藏
属性的背景下，片仔癀在市场上有了“药中茅
台”的称号。同时，核心产品的提价给片仔癀
公司的整体营收带来最直接的帮助。财报数
据显示，2014-2015年，片仔癀未对旗下产品
进行提价，这两年片仔癀的药品收入增幅分
别为-0.62%、28.34%，公司整体营收增幅分
别为4.16%、29.7%。2016-2017年，片仔癀相
继对旗下核心产品进行提价，这两年片仔癀
的 肝 病 用 药 收 入 增 幅 分 别 为 27.16%、
35.48%，公司整体营收增幅分别为22.45%、
60.85%。
尽管依靠涨价收获业绩增长，但片仔癀
产品在同类市场上的竞争力并不高。资料显
示，市面上治疗肝炎的药物包括西药和中成
药等多种药物。2018年我国肝病用药市场
规模约700亿元，但主要由化学药品主导。
以片仔癀2018年肝病用药销售收入计算，
片仔癀的市场占有率仅为2.56%。此外，单品
独大的片仔癀在研发投入上较少，2018年，片
仔癀公司整体研发投入金额为1.01亿元。其
中，核心产品片仔癀、片仔癀胶囊研发投入仅
3054.39万元。公司整体研发投入占总营业收
入0.64%。
在业内人士看来，在市场肝病治疗药物
较多、自身研发实力不强的背景下，片仔癀能
否依靠“药中茅台”的概念以及年年涨价守住
第一股的位置仍是未知。沈萌也认为，股价波
动既有自身内在因素，也有市场因素，所以从
长期来看震荡仍然是个股的主要走势。
北京商报记者 姚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