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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九银十”虽回归 车市负增长难避免
随着整体回暖，国内车市多年未现的“金九银十”再度回归。9月13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以下简称“中汽协”）发布数据显

示，今年9月国内汽车产销量同比分别增长14.1%和12.8%。同时，9月强劲回暖的势头一直延续到“十一”期间，为“银十”开了个

好头。面对车市持续回暖，中汽协方面也对10%的负增长预期做了重新调整。“车市回暖情况整体好于此前预估。”中汽协相关负

责人表示，车市全年情况可能与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给出的4%负增长预期相近。

亿元补助未及时披露 太极遮羞还是健忘
多次收到政府补助却未进行披露，10月

12日，太极集团收到上交所监管函。实际上，

一直以来，政府补贴都是太极集团业绩的重

要拉动力。2018年，太极集团计入当期损益

的政府补助占公司当期净利的六成。太极集

团相关负责人向北京商报记者表示，疫情导

致各公司开工时间不一致，文件收到时间有

所滞后，并非刻意隐瞒。不过，也有业内人士

表示，不排除太极集团存在故意不及时披露

的可能性。依靠政府补助等方式实现的业绩

增长或者盈利并不具备持续性，而其旗下的

藿香正气口服液等亿元级产品也出现了明

显的下滑趋势。

7笔未披露补助

上交所表示，太极集团多次收到的政府

补助，累计或单笔金额多次达到应当披露的

标准，但太极集团未按规定及时披露，损害

了投资者的知情权。公司前述行为违反了

《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

时任公司董事会秘书蒋茜作为公司信息披

露事务具体负责人，未能勤勉尽责，对公司

前述违规行为负有责任。

根据监管函，太极集团有多达7笔未及

时披露的政府补助公告，总金额高达1.47亿

元。其中，2019年4月22日、11月27日、12月22

日，太极集团分别收到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

791万元、2760.17万元和997.45万元；2020年5

月29日，公司收到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1353

万元，上述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单笔均达到

临时公告披露标准，但公司均未及时披露。

对此，上交所要求，太极集团应当引以

为戒，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股票上市规

则》的规定，规范运作，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认真

履行忠实、勤勉义务，促使公司规范运作，并

保证公司及时、公平、真实、准确和完整地披

露所有重大信息。

医药行业投资人士李顼在接受北京商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若未及时披露的次数不

多，则存在忘记的可能性；若次数较多，则存

在故意为之的可能性，即担心投资者不看

好，从而进行减持等行为。

对于公司未及时信披的原因等问题，太

极集团相关负责人向北京商报记者表示，今

年疫情期间，旗下各个公司开工复工时间不

一致，文件收到的时间稍微有些滞后，不是

刻意隐瞒。

业绩靠补助

事实上，政府补助在太极集团的业绩增

长中扮演着重要作用。从扣非净利来看，太极

集团业绩持续萎靡。自上市以来，公司超过

八年扣非净利为负数。2011-2019年，太极

集团的扣非净利分别为-1.33亿元、-2.43亿

元、-1.72亿元、-2.81亿元、-5.36亿元、-4.43

亿元、6437.48万元、-8362.94万元、-1.57亿元。

2018年，太极集团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

补助为4356.27万元，占公司当期净利润的

61.99%。2019年，太极集团亏损7083.03万

元，其中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为4754.63

万元。监管函显示，自2019年1月-2020年1

月，太极集团累计收到各类政府补助共

8518.45万元，其中收到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

助7401.81万元，占2018年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净利润的比例为105.34%。

根据太极集团的说法，公司累计获得与

收益相关的政府补助将计入公司年度当期

损益，对公司年度的净利润产生一定影响。

经济学家宋清辉告诉北京商报记者，政府补

助计入当期损益，太极集团2019年仍亏损，

这意味着太极集团实际亏损远超7000万元，

甚至更多。

对于政府补助给公司业绩带来的影响，

太极集团相关负责人认为，公司争取的都是

科研、新产品研发等方面的政府支持，谈不

上业绩对政府补助有依赖。“国家对新工业、

新技术等方面有相应的支持，作为公司要积

极地争取，但这算不上依赖。”

在宋清辉看来，很多公司其实主业不

济，更多依靠政府补助等方式实现所谓的业

绩增长或者盈利。此外，政府补助给公司带

来的积极影响存在不确定性。若公司不再具

备相关优惠或补助条件，其利润水平将直接

受到冲击。

“卖产”度日

或许意识到政府补助带给公司的影响

有限，剥离闲置资产聚焦大健康产业是太极

集团未来的发展重点。太极集团在2019年财

报中表示，公司根据生产经营实际情况优化

投资方案，停建、缓建了部分低效项目，大幅

缩减公司三年内拟投资计划；对下属长期亏

损且扭亏无望和不符合公司战略发展规划

的企业启动处置程序。

目前，瘦身计划已开启。今年9月，太极

集团发布公告称，为整合闲置资产，提高资

产使用价值，聚焦医药大健康产业，公司拟

将持有的成都新衡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都新衡生公司）等资产对外转让。经财务

部门初步测算，上述转让将合计获得收益约

4.01亿元。

业内人士认为，出售资产是一次性收

益，并不具备持续性。公司需要从主业寻求

突破。作为从事中、西成药生产和销售的企

业，藿香正气口服液等产品是公司的亿元级

明星单品，但受销售渠道库存出现积压等因

素影响，太极集团的藿香正气口服液销量已

有两年连续下滑。

明星产品的颓势直接影响到上市公司

业绩。在2019年财报中，太极集团将亏损的

原因归结为公司主要产品藿香正气口服液

销量下降以及销售费用同比增长较大所致。

太极集团的业绩下滑趋势还在持续。8月

17日，太极集团披露2020年半年度业绩报告，公

司实现营业收入57.54亿元，同比下降6.43%；实

现净利1021.76万元，同比下降88.53%。

针对公司如何提振业绩，以及通过政府

补助资金研发新品的进展等情况，太极集团

相关负责人表示，以年报为准。2019年财报

显示，太极集团已启动藿香正气口服液“以

证统病”治疗湿疹及肠易激综合征国家中医

药现代化研究专项等。 北京商报记者 姚倩

北京商报讯（记者 石飞月）10月13
日，有消息称，一加联合创始人裴宇已经

离职，印度业务负责人戴圆洁接管他之前

的业务。

这个消息最早由Reddit用户JonSigur

曝光，他公布了据称是一加内部备忘录的截

图。这些信息列出了该公司的领导层结构，

裴宇明显缺席。备忘录还指出，曾负责（或仍

可能负责）一加在印度业务的EmilyDai最

近被任命为Nord产品线的全球负责人，裴

宇此前曾负责Nord。

北京商报记者就此采访了一加方面，对

方表示暂无回应。

据悉，裴宇曾先后供职于诺基亚、魅族

以及OPPO。2013年，他作为联合创始人，与

OPPO前副总经理刘作虎一同创立了一加

科技。在供职于一加期间，裴宇提供了多种

营销策略，为产品寻找最佳定位，成功打造

出Nord等畅销产品。

据报道，有知情人士透露，裴宇之后或

将自己创业，创办自己的硬件公司，正在与

投资者进行融资谈判。目前，裴宇尚未对此

置评。

此前，一加在海外市场的发展非常顺

利，尤其以印度市场为代表。在今年4月一

加8系列新品发布会上，一加科技创始人兼

CEO刘作虎回顾了一加2019年的成绩。“去

年在手机整体下滑的大环境中，一加手机销

售量增长超过10%。”而在印度市场，一加甚

至超越了三星、苹果，以33%市场份额占据

高端第一的位置；另外，一加在美国也打开

了新局面———与T-Mobile、Verizon等主

流运营商达成了合作。

不过，最近几个月，一加在印度高端智

能手机市场的份额不断下滑。根据市场调查

机构CyberMediaResearch（CMR）公布的

数据，截至2020年6月底，一加在25000卢比

（2328.42元）以上价位中的占比仅为15%，

而一年前这个比例为27%，尽管其6月最新

推出的OnePlus8在印度上市几分钟内就售

罄，贡献了其大部分的出货量。

CMR表示，今年下半年印度高端手机

市场的竞争会更加激烈，包括iPhone在内

的诸多新品将会上线。

品牌创立以来，一加在国内市场始终被

贴着“小而美”的标签。但目前为止，一加还

没能达到可以与华为、小米、OPPO以及

vivo、苹果抗衡的高度。

近日，一加被网友吐槽没有“爆款”产

品，10月13日，刘作虎在其个人微博发文回

应称，“从单品销量上说，我们确实还没有一

款能达到‘爆款’标准的产品，这也是我们羡

慕和去努力的方向”。

刘作虎认为，一加手机的高刷新率、

AG玻璃工艺、大内存，以及指纹交互方

式……这些在某些方面率先为用户带来

体验上的提升、并引起行业跟进和普及的产

品，比卖爆款更能称得上“爆款”。

一加将于10月15日发布新机8T，据此

前 爆 料 ， 一 加 还 将 在 本 月 底 发 布

OnePlusNordN10和OnePlusNordN100

两款新机，其中NordN10是一款价格实惠

的5G智能手机，搭载骁龙690，具有90Hz

刷新率的6.49英寸FHD+显示屏，以及

6GBRAM和128GB存储空间。NordN100

目前未知太多的信息，但也应该是一款廉

价的智能手机。

新品发布前夜
一加联合创始人裴宇离职风波起

产销均超250万辆

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以及消费需求

释放，国内车市加快复苏。数据显示，今年9

月，国内汽车产销量分别为252.4万辆和256.5

万辆，环比分别增长19.1%和17.4%，同比分别

增长14.1%和12.8%。中汽协相关负责人表示，

今年9月汽车市场进入传统旺季，产销量均超

250万辆，创年内新高，环比和同比均呈较快

增长。

其中，今年9月，国内乘用车产销量分别

为204.5万辆和208.8万辆，环比分别增长

20.8%和19%，同比分别增长9.5%和8%。从细

分车型来看，轿车、SUV、交叉型乘用车产销

量同比均保持增长，MPV产销同比呈现下

降，其中SUV销量刷新9月历史纪录。此外，今

年9月商用车产销量分别为47.9万辆和47.7万

辆，同比分别增长39%和40.3%。

上述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9月国内经

济形势持续向好，‘六稳’‘六保’任务落实成

效日益显现，发展动力和活力进一步增强，叠

加各地促进消费的相关政策、活动以及‘双

节’效应，汽车市场恢复形势继续向好。”

值得注意的是，截至今年9月底，国内汽

车产销量已连续6个月增长，其中销量已连续

5个月增速保持在10%以上。基于此，今年前

三季度，国内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695.7万辆

和1711.6万辆，同比分别下降6.7%和6.9%，降

幅较前8个月分别收窄2.9%和2.8%。

国内车市在“金九”交出漂亮成绩单的同

时，“十一”期间的高销量表现也为“银十”开

了个好头。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以下简称

“乘联会”）发布数据显示，今年9月30日-10

月8日期间，乘用车主力车企销量达31.45万

辆，同比增长7%。在车市释放强烈回暖信号

下，中汽协再次调整全年销量预期，中汽协相

关负责人表示，车市回暖整体好于预期，全年

销量会好于此前给出的10%负增长预估。

此前，针对今年汽车市场全年预期，乘联

会秘书长崔东树表示，应该在4%负增长左

右。“我们的预期与乘联会此前给出的预期比

较接近，但还有诸多不确定因素，目前并不能

给出准确数字。”上述负责人说道。

新能源销量创纪录

在整体回暖背景下，此前“掉队”的新能

源车销量成为回暖“主力军”。数据显示，今年

9月，国内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6万辆

和13.8万辆，同比分别增长48%和67.7%。这意

味着，新能源车市已连续3个月出现正增长。

从细分车型上看，今年9月，纯电动汽车

产销分别为10.7万辆和11.2万辆，同比分别增

长40%和71.5%；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产销量

分别为2.9万辆和2.6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89.5%和53.9%。

对于9月新能源汽车销量近七成的增幅，

中汽协副秘书长陈士华表示：“得益于政府对

新能源汽车消费的支持，及企业的有力促进，

新能源汽车市场规模稳中有升。本月新能源

汽车产销刷新9月历史纪录。”

事实上，从去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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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7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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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汽协相关负

责人表示：“今年启动的新能源汽车下乡活

动，让企业在布局高端市场的同时也开始重

视农村市场。”

值得关注的是，在低端市场起售价不足3

万元的五菱宏光MINIEV蝉联国内月度销量

冠军。崔东树表示，随着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

持续推进，低价位车型销量明显上升。除低端

市场热销助推新能源车市场的回暖外，双积

分政策压力也迫使企业开始冲刺新能源车型

销量。“年底很多车企为能够双积分达标，肯

定也存在对新能源车型抢装的情况，从而也

推高了新能源车型总量。”崔东树表示。

中汽协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国内新能

源车市完成100万辆销量任务应该没有问题。”

终端库存再承压

不过，在今年前三季度车市强势回暖的

背后，终端市场已出现销量透支，经销商库存

压力倍增。10月13日，乘联会发布国内汽车零

售数据统计显示，今年9月国内汽车零售量为

191万辆，同比增长7.3%，相比中汽协统计的

汽车批发销量，存在高达17万辆的缺口。

据了解，乘联会的零售销量是从经销商

端统计销售数量，中汽协的批发销量则由车

企直接上报，通常为批发给经销商的销量。

北京商报记者梳理发现，今年4、5月，国内汽

车零售和批发销量存在7万辆以上的缺口，

今年6月缺口扩大至11万辆，9月缺口达到17

万辆。业内人士透露，今年二季度开始，车企

为弥补此前损失的销量，开始向经销商加大

批发量。

同时，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以下简称“流

通协会”）也发布数据显示，今年9月，汽车经

销商库存预警指数高达54%，环比上升1.2%。

流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四季度，经销商全

力冲击全年销售目标压力不减，虽然给予一

定支撑政策，价格折让力度也相对较大，但是

拉动效果不强，经销商承压。而部分厂家提高

任务指标，致使经销商难以达成任务，库存增

加收益下滑。

值得一提的是，为完成厂家销量任务、减

少库存，经销商只能通过降价减压，但也加速

提升了渠道危机。北京商报记者了解到，为在

年底销量“收官”前抢到更多的客源，“十一”

期间内各品牌4S店都给出不小车型让利。

“今年上半年，疫情影响加上前段时间销

售淡季，复工复产后各车企均在追赶损失的

销量，致使终端压力一直很大。”汽车行业专

家颜景辉表示，经销商只能采取大幅度降价

促销，车企为冲刺全年销量目标，压库情况将

一进步加大，从终端来看车市并没有完全走

出寒潮期。据统计，截至今年上半年，全国已

经有1345家经销商退网。

北京商报记者 刘洋 刘晓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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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个月，一加在印度高端智
能手机市场的份额不断下滑。根据
CMR公布的数据， 截至2020年6月
底，一加在25000卢比（2328.42元）
以上价位中的占比仅为15%， 而一
年前这个比例为27%。

下滑

车市前三季度产销情况一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