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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头盔看房背后的房地产渠道江湖
戴头盔看房，隐私之外更重要的，是开发商与渠道的博弈，特别是在年末岁尾，各大房企冲刺年终业绩的时候，“高渠道费”成了

业绩承压下的选择

整个行业无奈的选择。

选择渠道，也是选择年底业绩继续爬高。
临近年末，房企的终极大考即将上演，但
从今年前10个月的销售业绩来看，部分房企
变，然而大面积新房入市也摊薄了市场份额，虽然有降价作为前提，但短期内的业绩冲刺，仍需渠道来帮把手。选择渠道，也是选择
将难以完成年度业绩目标。
年底业绩继续爬高。从近期上市房企公布的销售数据测算，多数排名靠前的房企处于无法完成年度业绩目标的危险线内。
贝壳研究院发布的报告显示，根据32家
TOP50房企价格结构监控
房企发布的10月业绩统计，年度业绩目标完
成率平均值为82%，但房企之间差异明显。包
括恒大、金茂在内的5家房企目标达成率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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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0%以上，同时，有17家房企目标达成率低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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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2家房企目标达成率低于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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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来说，前10个月销售业绩低于80%，
5家 4家
就处在危险线内。北京商报记者梳理发现，今
年在北京豪掷上百亿拿地的绿城中国，前1
0
以价换量
量价齐跌
价升量跌
量价齐升
个月销售额为1961亿元，完成年度目标
78.44%；远洋集团前10个月销售额为921.4亿
列；就连地产“优等生”中海也开始用渠道了。
五环某“老大难”项目营销总近日向北京商报 元，完成年度目标70.88%；中国奥园前10个月
“竞争是相互的，一些原本没打算用渠道
记者透露，目前距离集团给自己开出的任务， 销售额为985亿元，完成年度目标74.51%。
豪宅也用渠道
部分渠道费已达12%
值得一提的是，富力地产前10个月销售
的项目，也开始有计划去接触渠道。”业内人
还差50个亿，除了京外市场，北京就指着这个
伴随着疫情的消退，金九银十给楼市带 士向北京商报记者透露。
近几年来，使用渠道营销的开发商越来 项目了，所以给的政策非常好，希望能够刺激 额为1026.8亿元，虽然突破千亿，但距离年度
目标相去甚远，仅完成67.55%，大概率会成为
来了复苏的声音，但上半年销售停滞的影响
合硕机构首席分析师郭毅表示，房企选 越多，因此，市场上也有关于“是渠道绑架了 市场尽早出手。
尚在，迫于业绩压力，更多的开发商选择使用 择使用渠道，取决于其对于未来业绩目标的 开发商，还是开发商离不开渠道的讨论”。
部分营销总和渠道均表示：12个点，对于 无法完成年度业绩目标的一员。
业内人士指出，如果目前房企业绩处于
渠道来加快营销节奏。
贝壳找房创始人、董事长左晖曾对渠道 一些刚需“老大难”项目来说并不高。“有的包
预期，以及为了业绩目标可以付出多高的营
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最近几个月，北京 销成本。今年与往年不同，一方面疫情影响了 有这样一个定义：“市场好的时候，开发商对 销门槛直接1000万起。”据北六环附近某项目 危险线内，那么大概率年底无法完成冲刺目
楼市新房项目使用渠道的数量得到扩充，其 上半年房地产市场的销售进度，可以说今年 渠道的依赖程度较低；市场不好的时候，开发 营销总透露，12个点对于一些年底冲刺业绩 标的任务，少部分落后较小的房企还有一搏
中不乏自身条件不错的高品质住宅项目以及 的房子都只卖了半年的时间；另一方面融资 商对渠道的依赖程度就会很高。其实渠道也 或者年初要玩开门红的企业来说，并不稀奇。 之力。目前楼市“以价换量”已成为主流，众房
豪宅项目。按照传统逻辑，去化“老大难”项目 “三道红线”的出台，给众房企带来了前所未 是开发商的‘夜壶’，市场不好拿出来用用，市 往年难过的时候，有的给出过15个点。但今年 企纷纷涌入，减弱了打折促销的影响力。再加
才会考虑渠道带客，这些项目一般都具备区 有的压力，外部“输血”收紧，要更注重自己的 场好了就放回去。”
较特殊的是：包销的门槛在不断下降。
“原来我 上年末也不是传统的楼市销售季，接下来整
位偏远、配套设施差、交通不便等特点，但目 内部“造血”能力。
也是印证了左晖的“夜壶论”，贝壳找房 们说包销，一个项目整体要托底才行，现在就 体去化会更加艰难。虽有渠道助力，但实现突
破仍需购房者解囊。
前这一逻辑正在被打破。
在其上市招股书中披露，新房业务呈现快速
“目前项目营销对于渠道的依赖度越来
是谁能帮我卖出去都行，举全渠道之力。”
事实上，房企在“银十”期间表现出较为
今年的北京楼市讲求一个“快”字，项目 越高，虽然部分房企正在积极构建自主营销 增长，已在整体营收中占据主导地位。2019年
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更是直言：
出新快，项目营销也要快步跟进，而这之中渠 平台，但短期内收效甚微，还远不能解燃眉之 更 是 出 现 爆 发 式 增 长 ， 较 前 一 年 攀 升 “当下大部分开发商的利润率已经非常低，为 明显的促销“诚意”，但仍有部分房企未能达
道扮演着重要角色。据了解，身具豪宅血统的 急。”诸葛找房数据研究中心分析师陈霄称， 171.35%。
了卖房给渠道的点位非常高，这种情况下，很 到预期销售效果。据贝壳研究院数据监测，
分钟寺三兄弟中，已经公开案名及户型的世 渠道带客可以直接迅速地增加到访量，达到
随着调控政策不断加码，房地产市场的 多聪明的购房者直接找渠道买房，和渠道谈 TOP50房企中10月“以价换量”的房企为20家，
茂和金茂不约而同地用起了渠道；大瓦窑的 去化快、回款快的目的，相对于目前房企自主 高光时刻一去不复返，使用渠道似乎成了常 优惠。”在他看来，渠道对于开发商来说的确 较9月增加9家，同时，有14家房企销售均价下
首创天阅山河、西红门的新城熙红印、位于海 营销而言，能更精准把握客户，实现客流的精 态，尤其是对于一些“老大难”的项目而言。 是一件冬天湿透了的棉袄，穿着的确冷，但脱 降却未能达到预期销售效果，表现出“量价齐
跌”的结果。 北京商报记者 卢扬 王寅浩
淀的融创香山一号院也都加入到了渠道之 准导入。
“包销2000万我们就能给12%，做吗？”南 了更冷。
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近期北京楼市“渠道”大战愈演愈烈，甚至一些位置、口碑、价格都不错的高品质项目，也主动选择使用

渠道来加快营销节奏，部分项目的包销门槛降至千万级别，两位数渠道返点再次上演。在此之前，“以价换量”带来了营销节奏的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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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再禁43款App
阿里卖家等中招
聚焦

雀巢确认出售 银鹭重回创始人旗下
雀巢出售银
鹭事项终于尘埃落地。11月25日，雀巢在官网发布
消息称，同意向FoodWise有限公司出售银鹭花生
奶和银鹭罐装八宝粥在华业务，预计交易将于今年
年底完成。
值得一提的是，FoodWise有限公司由银鹭创
始人陈清水家族控股。这意味着，银鹭重新回到创
始人旗下。雀巢相关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选择将银鹭上述业务出售给FoodWise是雀巢为
在大中华区持续取得长期成功”。
作为交易的一部分，雀巢将保留其雀巢咖啡即
饮咖啡业务，并在大中华区大部分区域进行分销。雀
巢方面称，根据安排，雀巢咖啡在中国的整体业务将
由一个团队管理，借助协同效应加强能力，助力推动
业务的进一步增长。此外，银鹭将继续为雀巢加工生
产雀巢咖啡即饮咖啡产品，并在中国一些省份分销
该产品。同时，银鹭将继续在雀巢的许可下生产和销
售雀巢茶萃产品。
北京商报讯（记者 钱瑜 白杨 王晓）

事实上，雀巢一直将大中华区视为最重要的市
场之一。雀巢相关负责人在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
时称，雀巢董事会重申并强调了中国市场对集团的
战略重要性。
大中华区是雀巢全球第二大市场，2019年销售
额约70亿瑞士法郎。在过去五年中，雀巢在大中华
区投资了约8亿瑞士法郎。雀巢是上世纪80年代首
批在中国投资的外资企业之一。随着消费模式的
演变，雀巢在中国继续看到许多强劲可持续增长
的机会。
雀巢方面称，该交易将使雀巢在中国更专注于
包括婴儿营养、糖果、咖啡、调味食品、乳制品和宠物
护理等关键领域。雀巢利用强大的品牌优势、数字化
能力和创新引擎推动业务增长。
“公司还将继续投资
众多全球品牌，包括美极和奇巧，以及中国本土品牌
徐福记、太太乐和豪吉等。”雀巢相关负责人表示。
事实上，3个月前，雀巢刚刚卖掉低端水业务。8
月28日，雀巢方面发布消息称，同意与青岛啤酒在中

国大陆进行战略合作，青岛啤酒将购买雀巢中国大
陆的水业务，并获得雀巢在中国市场的渠道。低端
水业务的出售让雀巢能够更好地实施聚焦高端战
略，未来，雀巢只保留巴黎水、圣培露和普娜等高端
水业务。
在剥离上述业务的同时，雀巢还在加码新领域。
5月20日，雀巢对外宣布在华增资1亿瑞士法郎，扩
大天津现有宠物食品工厂的产能，引进新的高附加
值产品。此外，雀巢还将对其糖果业务增加投资，升
级“呈真”威化生产线，并在天津增设其在亚洲的首
条植物基产品生产线。
在香颂资本董事沈萌看来，雀巢在进行全球范
围内的业务结构转型，而银鹭不再是优先关注的重
点，创始人家族重新买回对于双方都是最好的选
择，双方彼此熟悉，对银鹭业务也都有清晰的认
识，而估值也更容易达成一致。雀巢近年来在积极
向健康及医药领域转型，卖掉银鹭是其全球战略的
延伸。

澳优港股蒸发百亿 高价羊奶粉不香了？
“第一
北京商报讯（记者 钱瑜 白杨）11月25日，
羊奶粉品牌”澳优乳业股价继续下滑，截至目前，澳
优乳业报10.26元/ 股，跌幅逾4%，市值为176亿港
元。而在今年6月30日，澳优乳业创出17.78元/ 股的
新高之后，股价一路不回头地下跌，在近5个月的时
间里股价下跌了近40%，市值蒸发上百亿港元。
尽管在前三季度，澳优乳业的业绩表现可圈可
点，但其主营的羊奶粉业务表现却不尽如人意。数据
显示，2020年1-9月，澳优乳业收入为人民币57.58
亿元，同比增长22.8%；毛利为人民币29.06亿元，较
去年同比增长19.1%；经调整取得归属于公司权益
持有人应占利润为人民币7.92亿元，较去年同期人
民币6.63亿元增长19.5%。按业务划分，澳优乳业牛
奶粉收入8.844亿元，同比增长25.5%；羊奶粉收入
6.947亿元，同比增长2.7%；奶粉产品总体收入15.79
亿元，同比增长14.3%。

乳业专家宋亮认为，澳优乳业羊奶粉增长较慢
主要和今年整体的羊奶粉市场有关。在整体容量有限
的情况下，供应量增长明显，特别是蓝河、蓓康僖等品
牌的崛起，加剧了市场裂变，并在羊奶粉市场掀起了
一场价格战，这些都对澳优乳业造成了一定的冲击。
此外，澳优乳业还曾遭到沽空，被指虚增收入。
业内普遍认为，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澳优乳业
股价表现。2019年8月，BlueOrca发布了一份针对澳
优的长达41页的做空报告，称通过深入调查，其认
为澳优乳业存在夸大营业收入，误导中国消费者，隐
藏人工成本，并通过未披露关联方交易让高管们得
以隐秘地谋取私利等行为。
“我们对澳优乳业的市盈率打上25%的企业治
理折扣，并认为这个折扣十分保守。在我们看来，澳
优乳业的公司治理十分糟糕，财务数据完全不可
信。”BlueOrca在沽空报告中提到。

虽然随后澳优乳业发布澄清公告表示，董事会
强烈否认前述报告所载的指控，并认为该等指控并
不准确及具误导性，但在BlueOrca报告刊出后，澳
优乳业股价随即暴跌，并于2019年8月15日上午11
点17分起停牌。
在宋亮看来：“ 由于澳优乳业整体业务增长较
快，且其营销模式相对来说不太透明，因此给了沽空
一定的遐想空间。未来，澳优乳业应加速两条腿走
路，加快营养保健品业务发展。其次，澳优乳业还应
继续深化渠道建设，强化地推能力，加强品牌建设，
并不断推出新品。”
据悉，澳优乳业于2003年成立。官网信息显示，
澳优乳业股份有限公司旗下有澳优乳业（中国）有限
公司、澳优海普诺凯（荷兰）乳业公司，在全球范围内
从事生产、研究及销售婴幼儿配方奶粉、成人食品、
基粉、奶酪、黄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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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5日，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就印度禁用中国多款App一事回应：中方对印方的有关声明
表示严重关切。今年6月以来，印方连续4次以所谓维护国家
安全为借口，对拥有中国背景的手机应用程序采取禁用措
施，有关做法明显违背市场原则和世贸组织规则，严重损害
中国企业合法权益。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环球时报报道称，印度电子和信息技术部11月24日发布
命令，禁止访问43款移动应用程序，其中多数来自中国，包括
阿里卖家、钉钉、名片全能王、Soul等。截至北京商报记者发
稿，上述App尚未就此回应。
报道称，印度此举是因这些移动应用程序从事“有损于
印度主权和完整、印度国防、国家安全和公共秩序的活动”。
此前，印度也曾多次禁用中国App，据不完全统计，中国App
在印度累计被禁用的已有170多款。
针对这次封禁，中国驻印度使馆发言人嵇蓉表示：中方
坚决反对印方一再以“国家安全”为借口对拥有中国背景的
手机应用程序采取禁用措施。中国政府一贯要求中国在海外
企业遵守国际规则、合法合规经营、尊重公序良俗，希望印方
能够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各国市场主体在印投资经营提供公
平、公正、非歧视的营商环境，并纠正这一违反世贸组织规则
的歧视性做法。中印互不构成威胁、互为发展机遇，双方应在
对话协商基础上，使中印经贸关系重回惠及两国民众、互利
共赢的正确道路。
在当日的例行记者会上，赵立坚在回应中也提到了中
国驻印度使馆的态度，他指出：“中国政府一贯要求中国企
业在遵守国际规则和当地法律法规的基础上开展对外合
作。印度政府有责任根据市场原则，维护包括中国企业在
内的国际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中印经贸合作的本质是互利
共赢，印方应立即纠正这一歧视性的做法，避免给双方合作
带来更大的伤害。”
6月底，印度以安全为由禁用59款中国应用，包括抖音国
际版TikTok、茄子快传、UC浏览器、微信、QQ、快手和美图
等，涉及短视频类、直播类、美颜类、游戏类、电商类、音乐类
及新闻聚合类App等多个领域。对比四次禁用名单，这次涉
及的应用产品类型和覆盖领域最广，而且上述某些产品在国
内名不见经传，但在印度市场份额并不低。
北京商报讯（记者 魏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