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12.9

北京商报

产经

3

编辑 常蕾 美编 代小杰 责校 池红云 电话：64101880 kuaijiaogao@163.com

辛巴公司被立案调查 燕窝行业水有多深

而由中国药文化研究会发布的鲜炖燕窝
团体标准，
于今年12月6日开始实施。该标准
辛巴公司被立案调查
“辛巴燕窝造假事件”又有新进展。12月8日，有消息称，广州市白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已对辛巴公司立案调
要求燕窝原料需检验合格并符合国家食品
查。从信誓旦旦地发布律师声明，称其所售燕窝为合格正品，到提出“退一赔三”的解决方案，“辛巴燕窝造假事
据媒体报道，广州市白云区市场监督管
卫生安全标准，原料应不变色、不霉变、无异
件”历经多次反转。然而，辛巴涉事燕窝并非只是这个行业的偶然，此次事件背后的高价低成本、代工生产品质难
理局一位工作人员表示，辛巴燕窝造假事件
味。但对于燕窝的具体用料和分级并没有确
调查的重点产品是相关公司售卖的燕窝，同
切的标准。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蓬表
保证、夸大宣传、虚假宣传等市场乱象也浮出水面。
时其售卖的其他产品也在调查范围之内。目
示，从这份燕窝的团体标准来看，存在两方
前该案正在处理过程之中。
面问题。其一，团体标准并非企业需要强制
近期，辛巴直播售卖的茗挚品牌燕窝被 舰店”提出退款时，该店铺客服表示：“ 赔付 10mg燕窝。按照市场上每千克进口疏盏4A 而，燕窝行业的国标初稿还在征求意见中。 执行的标准，很多企业并未采用这一标准；
质疑为糖水事件引起各方关注，11月19日， 方案为辛选单方面发出的声明，此声明描 燕窝价格在11500元左右、密盏4A价格在 那么，泡小燕宣称的“原汁燕窝红糖”的国家 其二，该团体标准对燕窝的具体分类、级别
职业打假人王海发布一份检测报告称：“ 经 述与实际情况不符，接下来我们也会做出 13600元左右计算，合计每克价格不到20元。 规定是指什么？泡小燕客服对北京商报记者 等方面的规定并不全面。
过检测，茗挚碗装风味即食燕窝产品蔗糖含 澄清。”
事实上，因燕窝缺失国标引发的问题并
这意味着，每罐华人爱燕窝饮中燕窝的成本 表示并不清楚。在多次追问下，泡小燕客服
量4.8%，而成分表里碳水化合物为5%，确认
非个例，此前小仙炖与佳明佳的代工问题也
针对相关情况，北京商报记者致电辛巴 仅为0.2元。
随后又改口，称之为“食品级标准”。
该产品就是糖水。”
所属的广州和祥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以及茗
一盒288克规格的泡小燕“燕窝红糖”售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糖适用于以甘蔗、 一度引发热议。
针对王海的检测报告，11月20日，辛选 挚燕窝所属的广州融昱贸易有限公司采访， 价为79元，每100克价格为27.43元；而王锦 甜菜生产的原糖、白砂糖、绵白糖、赤砂糖、
同时，由于燕窝行业无统一标准，行业门
官方微博曾回应称，“ 王海提供的质检报告 但截至发稿未收到回复。
记南京同仁堂所售卖的普通红糖，一袋400 红糖、方糖和冰糖等。其中，并没有涉及燕窝 槛也随之降低。相关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共
中，含有燕窝成分唾液酸；如果消费者对产
有燕窝相关企业1.1万家，不过，全行业74%
克规格售价为29.9元，每100克价格为7.48 红糖的相关标准。
品有任何不满可向商家申请退货退款”。
的企业注册资本低于100万元。一家从事燕
元。含有燕窝的红糖价格是普通红糖的4倍
针对上述现象，北京商报记者致电泡小
行业乱象丛生
不过，11月27日辛巴再转话锋，承认所
窝生产的业内人士告诉北京商报记者，“ 想
左右。
燕，但截至发稿电话未被接通。
售燕窝产品存在问题并提出赔付方案。辛
“辛巴燕窝造假事件”的背后，也反映出
香颂资本董事沈萌分析称，目前有很多
沈萌认为，如果没有针对性的国家法 做燕窝生意很简单，只要拥有商标和营业执
巴在微博回应称，“ 经检测，这款‘茗挚’品 燕窝行业乱象丛生。北京商报记者发现，打出 产品借着燕窝的噱头，价格是同类产品的几 规，或者仅以一般性食品标准为理由，泡小 照即可。燕窝产品从原料到加工都可以委托
牌燕窝产品在直播间推广销售时，确实存 燕窝概念的冲泡型饮品充斥于市场中。“华人 倍以上。随着消费者消费能力的增强，对于 燕的宣传存在偷换概念误导消费者的行为。 给第三方代工厂”。
在夸大宣传，燕窝成分不足每碗2克，实为 爱燕窝饮”使用半盏燕窝概念；半山农推出了 高端产品的需求增加，一些企业开始生产与
在此情况下，出台燕窝国标已经刻不容
一款燕窝风味饮品，不应当作为燕窝制品 袋装即食冲泡型红枣枸杞燕窝银耳汤；燕窝 燕窝相关的衍生产品，一方面可以吸引消费
缓。国燕委相关负责人曾表示，目前燕窝国
标准亟待规范
进行推广”。
日记推出了即食冲泡型燕窝饮。
家标准初稿已由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
者眼球，另外也可以提高产品价格。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辛巴承认了所售茗
这些名称中含有“燕窝”的产品与一般
在业内人士看来，目前燕窝行业尚未出 心牵头起草。国燕委副秘书长黄钰也表示，
此外，部分燕窝产品在宣传上也大费周
挚燕窝存在夸大宣传，但“茗挚旗舰店”似乎 饮品相比，价格高出几倍甚至十几倍。以华 章。北京商报记者调查发现，泡小燕在一款 台严格的国标执行标准，这也是市场乱象的 明年国燕委将推动燕窝行业标准工作，创建
并不认同这一说法。黑猫投诉平台多条涉及 人爱燕窝饮为例，240ml装的华人爱燕窝饮 燕窝红糖产品上标出了“真正的原汁燕窝红 原因之一。北京商报记者梳理发现，目前，即 燕窝行业信息查询平台。
茗挚燕窝的投诉显示，在消费者向“茗挚旗 椰汁味产品的售价为6.8元/ 罐，其中含有 糖是这样，国家规定假不了！”的宣传语。然 食燕窝采用的是罐头食品生产标准。
北京商报记者 钱瑜 白杨 王晓

逐鹿大屏 彩电后来者还有多少机会
12月8日，据TCL一张海报显示的信息，即日起该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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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出，在传统电视厂商已占据制高点的情况下，后来者还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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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内多次调价

2020年下半年，围绕彩电行业的一
个核心话题就是涨价。
TCL这张海报其实是一则涨价通
知，显示，“2020年12月8日起，所有尺寸
电视将全面上调价格。行业趋势，缺芯少
屏，Q4旺季请抓紧备货，2020年12月8日
前报价全部失效”。
关于这次调价的具体信息，北京商
报记者采访了TCL方面，但截至发稿对
方未给出回复。
其实早在今年9月，TCL相关负责人
就曾向北京商报记者透露，会于9月中旬
开始涨价，32-75英寸上涨200-2000元
不等。更早的时候，创维电视从9月1日全
线涨价，入门级产品环比8月上涨15%左
右，中高端产品涨幅略小；小米8月28日
起 对 43-65英 寸 的 6款 电 视 上 调
100-300元。
据奥维云网数据显示，今年“十一”
大促期间彩电市场均价不降反升，其
中线上市场均价达2508元，同比大幅
增长23%，线下市场均价4613元，同比
增长7.6%；环比来看，自8月以来彩电
线上及线下市场均价便呈现明显上升
趋势，“十一”大促线上均价较“6·18”高
出540元。
而在今年五六月，北京商报记者曾
在京东商城看到，多款主流品牌55英寸
彩电的价格降到了1299元、1399元，个

别型号甚至降到999元，65英寸最低降到
1699元。
价格上涨主要是源于液晶面板价
格回升。市场研究机构奥维睿沃数据
显示，32英寸面板8月上涨5美元；43
英寸8月上涨8美元；55英寸8月大涨
11美元；75英寸8月价格上涨6美元。9
月底相比年初重点尺寸平均涨幅33%，
中小尺寸涨幅较大，其中32英寸涨幅
达到47%，面板价格上涨趋势有望保持
到年底。
而液晶面板价格回升的主要原因，
是面板的供不应求。三季度开始电视需
求复苏，品牌厂商加大面板采购量，面
板厂库存水位持续走低，奥维睿沃
（AVCREVO）《AVC产业链-全球液晶
电视面板产销存月度报告》数据显示，
进入7月，面板厂库存已触及安全区间
的底部，预计到今年底仍一直处于安全
区间以下。
入局者虎视眈眈

尽管如此，新的入局者仍然纷至
沓来。
除了早已涉足电视领域的小米以及
去年进入的华为和荣耀，OPPO也趟入

年增长33.5%；2020年，受疫情影响，我
国智能家居出货量增速放缓，预计同比
增长3%至2.15亿台。再加上5G技术的
飞速发展，AIoT市场未来仍有大好的
发展前景。
值得注意的是，从行业看，智能家
居整体还处于单品智能阶段，基于统
一标准的跨品牌、跨品类的互联互通
还没有真正规模化展开。

这片红海，国产四大手机品牌唯独vivo
还没有推出智能电视的消息。
今年10月19日，OPPO推出首款智
能电视新品，名为OPPOTVS1。据介绍，
OPPOTVS1采用一块65英寸的QLED
量子点屏幕，分辨率可达4K（3840×
2160）。售价方面，OPPO智能电视S1售
价是6999元，11月1日正式发售。
除了旗舰版的S1系列之外，OPPO
还推出了R1系列电视，与S1系列主打
旗舰定位有所不同，OPPOR1系列主
要面向主流用户，支持4K，有55英寸及
65英寸两种规格。售价方面，OPPOR1
的 55英 寸 售 价 3299元 ，65英 寸 售 价
4299元。
从配置来看，OPPO这两款电视并
没有多么突出，价格在行业内也属中等。
产经观察家丁少将指出，现在手机
企业做电视，更多还是基于AIoT智能生
态整体布局的考虑做战略占位，而不是
即刻就寻求颠覆既有格局。
近年来，我国智能家居出货量及市
场规模快速增长，手机厂商纷纷布局。
IDC报告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智能家
居市场累计出货1.56亿台，同比增长
36.7%；2019年中国智能家居市场出货
量突破2亿大关，达到2.08亿台，较2018

作为智能家居的入口，可以预见，越
来越多的手机厂商将推出电视产品。
在家电行业观察人士许意强看来，
面板涨价引发的电视新一轮涨价还将继
续，预计在2021年初还会保持高成本、高
价位运营。“在这种情况下，越来越多的
手机企业纷纷挺进电视机市场，并不是
电视机市场的空间和机会有多大，而是
这些手机企业主业低迷之下，寻找新的
‘救命稻草’，比如OPPO、一加等，本质上
还是因为手机业务不行了，想在电视市
场试水，其实根本没有想清楚如何在彩
电市场上做大做强。”
“同时还可以看到，由于这些电视
机行业的新入局者普遍采取的是代工
贴牌的方式，属于轻资产运营。即便遭
遇了亏损或者失败，也只是花钱买个教
训，损失并不会太大。毕竟自身没有在电
视行业建立产业链。”许意强说。
丁少将则认为，就单一的电视品类
竞争来说，这些后来者并没有差异化的
技术能力，更多还是复制、模仿传统电
视企业，再加上制造、供应链、渠道能力
短板和固化的品牌印象等因素，这些后
来者并不具备超越传统电视品牌的能
力。“ 不过，由于手机企业的IoT生态构
建能力更为强大，未来以智能应用场景
为核心竞争要素的话，这些企业还是有
一些优势条件的，这也是传统电视企业
需要重视的地方。”
总体来看，今年下半年，在疫情影响
下，彩电行业承压不减。奥维云网
（AVC）发布的《2020年第三季度中国彩
电行业发展总结》显示，2020年三季度中
国彩电市场销量990万台，同比下降
6.4%，销售额261亿元，同比下降7.4%。
这对于后来者来说也是一个障碍。
北京商报记者 石飞月

11月国内乘用车销量增长8%
汽车行业稳步回暖
12月8日，乘用车市场信
息联席会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1月，国内乘用车零售销
量为208.1万辆，同比增长8%；前11个月，国内乘用车累计零
售销量为1700.2万辆，同比下降8.3%。
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以下简称“乘联会”）秘书长崔东
树表示，其实不仅是11月，从今年7月以来，国内乘用车市场
就一直保持着8%左右的同比增速，这体现出国内汽车行业一
直在稳步回暖，而稳步回暖的背后，一方面是由于宏观经济
和出口市场的回暖超出预期，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新能源汽车
消费火热，新能源汽车正成为拉动乘用车市场整体回暖的核
心驱动力。
分车型看，今年11月，国内轿车零售销量为100.6万辆，同
比增长8.3%；MPV零售销量为11.2万辆，同比下降4.1%；SUV
零售销量为96.4万辆，同比增长9.3%。
分品牌看，今年11月，自主品牌零售销量同比增长9%，环
比增长9%，市场份额为39.1%；主流合资品牌零售销量同比增
长3%，环比增长1%；豪华品牌零售销量同比增长27%，环比增
长5%。
分厂商看，今年11月，一汽-大众零售销量为22.3万辆，位
列国内乘用车厂商销量榜首位，上汽大众、上汽通用、吉利汽
车、东风日产分别以15.1万辆、14.5万辆、13.9万辆、13.6万辆
的销量分列第二至五位。
新能源汽车方面，今年11月，国内新能源乘用车零售销
量为16.9万辆，同比增长136.5%，环比增长26.8%。其中，插电
混动车型销量为2.6万辆，同比增长98.1%，纯电动车型销量为
14.2万辆，同比增长145.4%。
乘联会方面认为，11月国内新能源汽车销量出现如此大
的增幅，与北京增发新能源小客车指标以及上海出台限行新
政不无关系。
今年6月，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宣布，年内一次性增发2万
个新能源小客车指标，全部面向符合条件的家庭配置。据了
解，积分排序入围前2万的家庭，已从10月1日起陆续收到由
指标管理机构发放的指标确认通知书。
同时，今年10月，上海市针对外地牌照车型发布严格限
行新政。随着限行新政发布，在普通“沪”牌难拍而新能源车
型上牌政策暂未收紧的情况下，新能源汽车成为越来越多上
海消费者眼中的“香饽饽”。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11月，新能源汽车销量排名前三位
的品牌分别为上汽通用五菱（3.6万辆）、比亚迪（2.6万辆）、特
斯拉（2.16万辆），三家车企在新能源汽车市场的合计份额高
达46.5%。
出口方面，今年11月，我国乘用车出口量为8.2万辆，同比
增长87.3%。其中，自主品牌乘用车出口量达7万辆，同比增长
108%，上汽乘用车、吉利汽车、长城汽车和奇瑞汽车出口量同
比增幅均超过100%；合资品牌乘用车出口量为1.2万辆，同比
下降37%。
崔东树表示，今年12月为我国乘用车市场传统冬季旺销
期，特别是中低价位的自主品牌车型会比较畅销。另外，很多
省市的地方性促消费政策将在年底陆续到期，这也会对年末
的汽车消费产生一定刺激作用。结合今年前11个月的销量走
势看，今年国内乘用车累计零售销量同比降幅应在7%左右。
北京商报讯（记者 刘洋 濮振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