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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清空AMC万达电影聚焦国内

老牌肉食巨头双汇进军人造肉

仅保留AMC少数股权

在万达集团官网首页下方，境外企业列

表中的第一个名字便是美国AMC公司，但近

段时间的持续减持以及放弃控制权，令万达

集团与AMC公司之间的关系变得愈发扑朔

迷离，时刻处于聚光灯下。终于在5月23日一

早，万达集团通过官网正式发布公告，对外透

露了两家公司之间的现状。

据通告显示，根据万达集团“聚焦国内”

的发展战略，万达集团从2018年开始逐步退

出AMC公司控股权。截至2021年5月，万达集

团全部退出了AMC公司董事会，仅保留

AMC公司少数股权。

在影视传媒行业分析师曾荣看来，虽然

AMC公司是全球最大的电影连锁院线，但近

年来AMC公司的经营业绩也出现持续亏损，

逐步退出可降低投资风险。公开资料显示，

自2017年起，AMC公司开始由盈转亏，而

2020年特殊时期的出现，也令AMC公司净

亏损45.89亿美元，出现成立以来最高的亏损

额。到了2021年一季度，AMC公司的亏损规

模虽然有所收窄，但净亏损仍达到了5.67亿

美元。

今年3月，AMC娱乐就在2020年年报

中披露，在其2020年创纪录亏损46亿美元

后，万达已放弃了对该公司的控股权，万

达持股和投票权已削减至9.8%。今年4

月，AMC娱乐再次对外称，万达将持仓降

至6.8%。

上周五，AMC娱乐再次公告，万达进一

步减持该公司的股份，在5月13日-18日期

间，先后5次减持股票，共计逾3044万股。经过

多番减持，目前万达在AMC娱乐的持股比例

已降至0.002%，相当于清盘。

在这一情况下，业内对万达集团收购

AMC公司的投资收益情况也分外关注。但此

次通告也将这一信息对外公开，并称2012年5

月，万达集团7亿美元收购美国AMC公司

100%的股权，截至2021年5月，累计收回

14.76亿美元。由此来看，万达集团并未让这

笔投资打了水漂，反而赚了一笔。

为进一步了解详细情况，北京商报记者

致电万达集团，但截至发稿暂未得到回应。

国内步伐加快

AMC娱乐是万达文化产业“出海”的第

一笔收购。2012年，万达以26亿美元的价格

购入AMC院线100%的股权和承担债务，并

承诺并购后投入运营资金不超过5亿美元。

这是当时国内文化产业数额最大的一笔海

外并购。因为股权、债务加上运营资金，万达

投入收购资金达到近31亿美元（近200亿元人

民币）。

如今，尽管万达集团已全部退出AMC

公司董事会，仅保留少数股权，但这并不意

味着双方的合作由此终止，而是万达电影与

AMC公司将签署长期战略合作协议，开展

定期交流、培训，双方将在全球及中国内

地相互支持。且从万达电影近期的动作来

看，扩大国内市场的布局成为其院线业务的

重点。

去年4月，万达电影发布定增预案，拟募

集资金总额不超过43.5亿元，项目资金主要用

于新建影院，且据定增方案显示，扣除发行费

用后，30.45亿元投入到新建上百家影院，其

余13.05亿元用于补充公司资金流动性及偿

还借款。

紧跟着，两个月后，业内便传出了万达院

线开放特许经营加盟权，并将输出万达管理

模式和管理系统支持的消息。随后，万达电影

也对这一消息进行了确认，这被业内解读为

进一步强化在国内扩张的信号。

截至目前，万达电影无论是在新建影院

还是加盟上，均在持续实施自己的扩张规划。

今年5月，万达电影曾在回答投资者提问时表

示，2020年公司已新开影院64家，2021年计

划新开影院60-70家，保持稳步扩张。公司特

许经营加盟影院已签约超过300家，开业19

家，位于一二线城市的居多。

行业调整期引挑战

不可否认的是，现阶段万达电影已在国

内院线市场占据着龙头地位。据灯塔专业版

显示，2016-2020年，万达院线的分账票房均

在全国院线中排名首位，且与第二位拉开15

亿-25亿元的距离，而在2021年，截至5月22

日，万达院线以32.63亿元分账票房依旧排在

首位，并较第二位超出约10亿元分账票房。

然而，万达电影也面临着自己的发展挑

战。据该公司财报显示，2020年全年归属净利

润亏损超60亿元，而在2021年一季度，万达电

影虽然归属净利润恢复了盈利，但当下国内院

线市场的调整期尚未结束，尤其是经过过去一

年的洗礼后，院线市场也在进行着并购与整

合，更多院线开始加强重塑业务模式，以稳定

自身的竞争力，使得市场竞争进一步加剧。

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目前包括金逸影

视、上海电影、横店影视在内的多家公司，均

在开拓新产品、布局新消费场景、强化会员业

务，同时发力线上线下两端，试图通过多元化

运营方式为自身赋能。

“在国内院线市场，万达电影虽然已经形

成了自己的品牌，同时占有最大的份额，但这

还并不足以根固其绝对地位。”曾荣认为，目

前不只是万达电影想要强化国内市场布局，

其他院线也有同样的想法，且有部分院线在

万达电影前便已更深入至正在发展中的三四

线城市，并正持续完善自身业务模式。

曾荣进一步分析道，从市场整体来看，尽

管今年以来多个电影档期票房创新高，但平

日票房仍出现了相对低迷的情况，优质影片

的供给仍略有不足。对于票房为主要收入来

源之一的影院而言难免会有影响，使得未来

还将迎来持续的竞争。

北京商报记者 郑蕊

入局人造肉

5月22日，双汇发展在互动平台回答投资

者提问时称，公司成立了素肉产品研究所，积

极开展素肉类产品的研发，目前推出有“双汇

发展素食界”植物蛋白肉等素食类产品，满足

市场对素肉产品的需求。

关于此次成立素肉产品研究所的原因以

及未来的产品规划，北京商报记者采访双汇

发展，但截至发稿未收到回复。

事实上，双汇发展此前便有布局人造肉

的想法。2020年5月，双汇发展宣布收购控股

股东罗特克斯持有的上海双汇发展、意科公

司、杜邦蛋白、杜邦食品、芜湖进出口、上海史

蜜斯等6家公司部分股权。其中，收购的杜邦

蛋白、杜邦食品均专注植物蛋白领域。

另外，此前双汇发展联手阿里在天猫“豆

趣联名正当红”全球经典IP吃豆人40周年主

题会场开设“蛋白素肉”专区。当时就有人猜

测，双汇发展已经开始储备有关于人造肉食

品的技术研究。

吸引双汇发展入局的是人造肉超百亿

美元的市场规模。据MarketsandMarkets

预测，2019年全球植物性人造肉的市场规

模约为121亿美元，预计每年将以15%的复

合增长率增长，到2025年将达到279亿美

元，其中亚太地区的肉类替代品市场增速

最快。

公开资料显示，人造肉分为植物肉和培

养肉两类。植物肉是以大豆蛋白或豌豆蛋白、

小麦蛋白、魔芋等作为原料，并添加多种矿物

质、维生素的食用纤维制作而成；另一种培养

肉则具有更高的技术含量，在培养基内，利用

取自动物体内的干细胞离体培养技术来制造

肌肉组织。双汇发展此次宣布推出的人造肉

产品属于植物肉类别。

盈利不易

除了人造肉市场的风口诱惑，双汇发展

进军人造肉的背后或许还因为自身的净利润

下滑、营收增速放缓。

最新财报显示，2021年一季度双汇发展

实现营业收入182.84亿元，同比增长4%

（2020年一季度同比增长46.94%）；实现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41亿元，同比下

滑1.61%（2020年一季度同比增长13.82%）。

在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蓬看来，双

汇发展业绩变脸主要与本轮国内猪肉价格起

涨以及双汇发展本身的高存货量有关。

相关资料显示，双汇发展在2019年和

2020年都大幅增加进口猪肉，而进口猪肉价

格从2019年开始迅速上涨，2019年末和2020

年一季度达到顶峰，之后开始快速下降。双汇

发展的存货从2019年中期的72亿元增加到

2020年中期的93.7亿元，显然这部分存货购

于猪肉价格的顶峰，对双汇发展盈利空间造

成挤压。

盈利能力受挫，双汇发展便把希望寄托

在高毛利的人造肉身上。数据显示，一季度，

以屠宰业和肉类加工业为主的双汇发展毛利

率为16.26%，而美国“人造肉第一股”Beyond

Meat毛利率高达30.2%，是双汇发展的近两

倍。由此可见，人造肉企业盈利能力已经远超

传统肉类公司。

盈利能力待考

虽然人造肉毛利率较高，但在未形成规

模化生产能力之前，双汇发展想要借助人造

肉产品实现盈利并不容易。

“人造肉以植物蛋白为原料生产各种模拟

肉类产品，在产品的外观、口感、营养上与真肉

相似，因此技术门槛和成本也比较高。在行业

大爆发之前，盈利难是人造肉新兴行业普遍面

临的痛点。”朱丹蓬表示。

以BeyondMeat为例，自2009年成立以

来该公司一直处于亏损状态，直到2020年一

季度才扭亏为盈，2021年一季度再次亏损。财

报显示，BeyondMeat第一财季净营收为

1.08亿美元，同比增长11.4%；净亏损为2730

万美元，业绩同比转亏。

对此，BeyondMeat在财报中解释，业

绩亏损主要是由生产试验活动的增加、总体

员工人数的增长、公司销售费用中包含的较

高运费以及与去年同期相比较高的股权奖

励费用。

此外，市场接受度较低也是双汇发展开

拓人造肉的又一掣肘。由7.7万人参与的“人造

肉汉堡与炸鸡二选一的投票”结果显示，有1.6

万人选择人造肉，3.1万人不会选择人造肉，还

有2.7万人选择观望。

网友们也纷纷表示，“价格贵、口味上也

无法和真肉媲美，所以不会再第二次吃”。在

业内人士看来，人造肉目前还难以取代真肉，

如果复购率不高，这一市场将无法真正成为

蓝海市场。

北京商报记者 钱瑜 王晓

5月23日的一纸通告， 正式揭开了万达集团与美国AMC公司这场跨国

联姻的现状：万达集团全部退出了AMC公司董事会，仅保留AMC公司少数

股权，累计收回14.76亿美元。目前，万达在海外的业务仅剩传奇影业。但受

疫情影响及好莱坞等挤压，业绩并不好看。在“聚焦国内”的发展战略下，万

达后续是否会继续清空这根海外业务“独苗”还不好说。

2021年5月22日，第四届白银景泰
黄河石林百公里越野赛， 成为人们不
想再回忆的黑色一天。

比赛进行到中午， 选手们跑至
20-30公里处时，天气骤变，短时内局
部地区突降冰雹、冻雨，并伴有大风，
气温骤降， 最终酿成悲剧。172名参赛
选手参加百公里越野马拉松， 确认21
人遇难，8人轻伤。

回头来看，这场悲剧发生前，并非
毫无征兆。比赛前，不少参赛者也查了
天气预报，“显示天气不太好， 但没有
想到会这么不好”。

更可怕的是，没做最坏的准备。根
据目前各方披露的信息， 组委会并未
检查参赛选手的强制装备、 极端天气
应急准备不足， 缺乏更加周全的安全
部署、更完备的医疗保障、更高层次的
有效统筹， 这些远比天灾和意外更让
人痛惜。

整个路段，比赛难，救援更难。很
多亲历者称其为生死较量， 当所有问
题被N倍放大，叠加所有的准备不足，
最终把人逼到生与死的边缘。

在极限越野和绝对安全之间，还
夹杂着对胜利者的奖赏。 主办方为
本次越野赛准备了丰厚的奖金。这
也是遭遇极端天气后， 很多参赛者
不愿轻易弃赛的理由。 前十名的高
奖金，即便拿不到名次，也还有1600
元补助兜底， 所以每年高手参赛的
比重都不低。

一次惨痛的教训， 足以让我们重
新审视马拉松赛事真正的意义。

中年人不跑不欢， 青年人及时入
圈。就像打了鸡血一样，从什么时候开

始，城市马拉松赛事开始风靡。一些热
门城市的马拉松比赛甚至还设定了严
格的报名门槛，成功中签和遗憾落选，
跃跃欲试的人总要面对类似的喜悦和
失落。

马拉松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火了起
来。有越来越多的专业选手出圈，也有
越来越多的小白参赛， 一时间全城跑
满马拉松的场景历历在目。

跑步的人越来越多， 是人们关
于健康生活方式的意识觉醒。 可能
因为吃得太多， 睡得太少， 坐得太
久。有心理学家认为，社会发生极速
转变的时候，跑步的人会更多，在缓
解压力和营造快感方面， 跑步变得
大有可为。

这项运动有理由继续下去， 前提
是健康地继续下去。 它既不应该成为
跑者失去理性的精神执念， 也不应成
为现代人救赎不健康生活方式的唯一
寄托， 更不应该成为一些营利组织不
负责任的商业武器。

体育搭台也好，经济唱戏也罢。跑
者追逐至尊荣誉、 商家视为吸金蓝海
的马拉松赛事， 不是将生命置于没有
保障的无人之境。安全和专业，始终应
是这场公共运动的底线。 体能和技术
达标，以尊重和珍爱生命为基点，也是
跑者应有的“跑德”。

“生命是短暂的， 马拉松能让
它显得长一点儿。”经常有选手的T
恤上印着这句话，现在看起来五味
杂陈。在这次黄河石林越野赛返程
的路上， 有些人在一边刷比赛群，
一边流眼泪 。而有些人，则注定不
会再返程。

Xijie�observation
西街观察

不要让马拉松悲剧重演
陶凤

截至5月22日，2021年分账票房居全国院线首位

人造肉风口之下，老牌肉食巨头也抑制不住“造肉”冲动。而加码人造肉背后除人造肉行业超百亿美元的市场

规模，还有双汇发展净利润、营收增速双降的焦虑。在业内人士看来，目前，相较于布局人造肉新领域，双汇发展重

点应是如何推出受欢迎的产品扩大销售，提升产品毛利率。

数读万达电影院线业务发展情况

数据来源：万达电影财报、灯塔专业版

2021年1-3月，
旗下影院（含特许经营加盟）累计市场占有率为 14.5%

截至2021年3月31日，国内拥有已开业影院712家，6180块银幕

2020年已新开影院64家，2021年计划新开影院60-70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