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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高利润时代 房企打响净利保卫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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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产品助力酒店防疫安全田园主义道歉 轻食“信用危机”难解

北京商报2021.9.6

随着各大上市房企陆续发布2021年上半年业绩报告，房企中报季已接近尾声。以销售规模为基础，北京商报记者梳理了50

强房企归母净利润排行，整体来看，房地产行业利润下滑已成共识，近八成房企归母净利润增幅低于20%；上半年归母净利润同

比上涨的有37家，占比74%，而同比下跌的则有13家，占比为26%。其中，“利润王”中海再次交出了一份不错的成绩单，也成为了

上半年唯一一家归母净利润突破200亿元的房企，但放缓至2%的增速也不容忽视；“老实本分”的万科虽然归母净利润突破百亿

元，但上半年同比增幅却呈现负增长。利润保卫战已经成为继“三条红线”之外，房企不得不面对的第二道考题。

产经/文旅

又一款网红轻食产品“翻车”了。9月5

日，“田园主义道歉”登上微博热搜，截至北

京商报发稿，相关话题阅读量已达1.3亿次。

田园主义道歉源于上海消保委对其全麦面

包进行检测，发现其产品营养成分与标识

不符，多项指标的实测值高于标注值。田园

主义方面表示，出现差错是因为在原配方

里增加了谷朊粉的添加量。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除了田园主义，

中粮天科、碧生源等品牌的轻食代餐产品也

曾“翻车”。业内人士指出，轻食产品走红在

一定程度上利用了目前大健康的消费理念，

事实上，并没有更充分的科学依据证实轻食

对健康或减重有明显的效果。

迟来的道歉

9月5日，“田园主义道歉”登上微博热

搜。此前，相关话题“田园主义全麦欧包实测

能量高出宣传40%”“薇娅停止与田园主义

全麦面包合作”“天猫京东下架田园主义全

麦面包”等已相继续登上微博热搜。

田园主义道歉要从上海市消保委官方

公众号发布的一份检测报告说起。8月30日，

上海市消保委官方微信公众号发文表示，号

称销售第一、薇娅带货的田园主义全麦面包，

实测能量高出宣传的40%。随后，网络上出现了

质疑上海市消保委检测报告专业性的言论。

8月31日，上海市消保委再度发文称，请

教专家对田园主义全麦面包成分进行了专

业解读，解读表示田园主义多项营养成分

与实测不符，碳水化合物实测值是标注值

的116%；能量实测值是标注值的131%；蛋

白质实测值是标注值的256%；钠实测值是

标注值的233%。

针对上述情况，9月1日凌晨，曾经多次

为田园主义此款全麦面包带货的薇娅所属

公司谦寻控股发布关于田园主义全麦面包

的情况说明，宣布将该产品进行第三方送

检，并停止该品牌与旗下所有主播的合作。

面对持续发酵的话题，9月4日晚，田园

主义品牌创始人朱江涛发布道歉声明，表示

对于近期田园主义一款原味全麦面包营养

成分标识不符一事向大家郑重的道歉。同

时已查明问题的主要原因：今年8月7日，公

司为升级产品品质，在原配方里增加了谷

朊粉的添加量。

声明称，谷朊粉是一种小麦蛋白粉，每

百克的蛋白质含量高达88克，而10克蛋白质

会增加170千焦能量。由于田园主义实验室

测算失误，误判为没有超出标签标示管理规

定的误差值，所以没有进行及时地送检，更

没有把数据更新到包装上。进而导致了上海

市消保委对这款原味全麦面包的检测结果

与标示出现了较大差异。

资料显示，田园主义成立于2020年3月，

是一个低脂健康食物品牌，主要为用户提供

低脂、健康的轻食食品，产品包括低脂鸡胸

肉、全麦高纤饼干、全麦面包等。

针对此次事件，北京商报记者短信联

系田园主义相关负责人，但截至发稿并

未收到回复。

健康趋势还是智商税

近年来，以全麦面包、高纤维代餐饼干

等为代表的轻食产品迅速走红，轻食行业迎

来了广阔的增长空间。

欧睿国际数据显示，中国是目前全球增

速最快的轻食代餐市场，预计2022年中国轻

食代餐市场规模会达到1200亿元。在巨大的

市场发展潜力下，越来越多的企业入局这一

赛道。CBNData数据显示，2019年中国代餐

品牌数量还是2837个，但到2020年则飙升

至3540个。

对于轻食产品的快速发展，香颂资本董

事沈萌表示，企业在宣传上给消费者营造对

于健康的焦虑，并利用这点进行产品销售，

但并没有更充分的科学依据证实轻食对健

康或减重有明显的效果。此外，轻食产品没

有明确的产品标准，特别是功效要求，过度

强调轻食与健康的思想连接，可能会导致消

费者误入歧途，进行非理性消费。

事实上，近期在宣传上“翻车”的轻食品

牌不在少数。去年7月，深圳市消费者委员会

发布2020年轻食代餐粉比较试验报告。报告

显示，中粮天科、碧生源等四款样品部分营

养指标的实际检测值与其标签标示值不符，

其中，中粮天科脂肪标签标示值为0.8，脂肪

实测值为1.4，碧生源钠标签标示值为108，

钠实测值为302。去年湖北12315平台共接

收涉及代餐食品的投诉45件，同比增幅为

80%。投诉主要反映代餐食品虚假宣传，虚

标营养成分，以“假全麦”“假无糖”“假低脂

低卡”的噱头欺骗消费者等问题。

在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蓬看来，轻

食产品在颜值管理、智商管理、大健康管理

的宏观节点之下，满足了消费端一个发展

方向。但目前还没有相关行业标准出台，市

场乱象层出不穷，需要依托消费者火眼金

睛进行辨别。

北京商报记者郭秀娟实习记者燕慧

北京商报讯（记者 关子辰 吴其芸）在疫

情防控常态化的大背景下，各酒店为保障游

客的安全入住也是使出了“十八般武艺”。9月

5日，北京商报记者经调查发现，现在有不少

酒店都针对疫情防控工作推出了相关的防疫

措施。

北京商报记者从汉庭北京王府井酒店相

关负责人处了解到，每位客人进入酒店，必须

使用洗手液消毒，在大堂、前台、会议室、餐厅

等处配备免洗洗手液。同时，必须使用红外体

温计测量体温，并进行两码识别：客人必须扫

码出示“疫情防控行程卡”和“健康宝”；对来

自中高风险地区入住人员，按当地政府的防

疫要求报告和核对。

华美酒店顾问机构首席知识官赵焕焱建

议，酒店应总结疫情防控行之有效的措施，使

之程序化、规范化成为操作规程，使酒店的卫

生水平更上一层楼。同时，总结酒店出现过的

安全隐患引起的原因，并制定相应的规避措

施，确保酒店安全。

旅客在入住酒店后的疫情防控措施也成

为了疫情防控链上最重要的一环。

首旅如家旗下唯实酒店相关负责人表

示，酒店总经理亲自带领各部门负责人成立

防控小组，派遣专人每日对各区域、各岗位进

行防控工作。同时，根据北京市最新政策，对

近期内滞留、途经中高风险地区的人员建立

台账、专项管理，及时安排员工进行全员核酸

检测，并督促进行对应管控措施，随时更新、

动态把控，确保各类人群摸排百分百、管控百

分百。

值得一提的是，唯实酒店还聘请了专业团

队对酒店进行环境核酸检测；并对酒店客房的

毛巾、浴巾、浴袍和衣架采取封闭式包装。

如今各家酒店都有“奇招”的时代，在疫

情防控方面更是运用到了人工智能产物。北

京商报记者经调查发现，目前不少酒店都推

出了智能化系统，确保“无接触服务”。

据了解，为更好地进行疫情防控，格林酒

店集团还推出了酒店自助机，客人无需到前

台就可以通过酒店智助终端，自行完成客户

资料公安同步、预订付费、房卡发放、续住、离

店等手续，分流了高峰期时等候的客人，减少

聚集。而客房智能客控也是“智能化”防控的

另一“新招”。格林酒店方面表示，链接酒店智

能系统的智能音箱不用手触、不用靠近就能

够让客房所有设备“动”起来，还能各种场景

模式随意切换。

此外，送物机器人也成为了不少酒店必

备的“防疫小能手”。北京商报记者了解到，格

林酒店、唯实酒店、北京银保建国酒店以及汉

庭北京王府井酒店都已经“安排”上了送物机

器人。

北京商报记者实地探访了汉庭北京王府

井酒店，在该酒店内了解到了智能送物机器

人的送物过程，在工作人员输入房间号后，

把物品放入机器人内，该机器人便可以自

己乘坐电梯后到达相应的楼层，在房门前

拨打房间内的电话提醒入住该房间的旅客

取物。该店店长贾先生还告诉记者，智能机

器人在2019年就已经投入使用，而在疫情

常态化背景下，还是靠机器人送货比较安全，

不仅从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客房服务的工作

量，还提升了服务质量，减少了客人与服务人

员的接触。

在业内人士看来，随着疫情的不断变化，

数字智能化已经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疫情防

控不可缺少的助手。而送物机器人拥有自主

规划路径、自主避障、电梯控制等功能，能够

很好地减少接触，保证防控措施到位。

中国海外发展

碧桂园

中国恒大

华润置地

融创中国

万科A

保利地产

绿地控股

龙湖集团

世茂集团

疫情下的消费大闯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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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母净利润总额
1988.14亿元

2021年上半年上市房企总成绩

八成房企净利润增幅不超20%

房地产行业步入下行周期，各大房企逐

渐告别规模论，利润的“故事”似乎也不太

乐观。

北京商报记者梳理的50强房企归母净利

润排行中，中海以207.8亿元位列50家房企的

第一名，其也是上半年唯一一家归母净利润

突破200亿元的房企；碧桂园、恒大紧随其后，

上半年归母净利润分别为150亿元、143.8亿

元；而万科排名却低于华润和融创中国，位列

第六名，上半年万科虽实现归母净利润111亿

元，却较去年同期下降11.68%，这也大大出乎

外界预料。

上半年，50强房企归母净利润同比上涨

的有37家，占比74%，其中涨幅低于10%的有

14家；而归母净利润同比下跌的则有13家，占

比26%。整体净利润均值约为42亿元，有16家

超过平均值；增幅均值约31%，仅有11家房企

超过这一平均值。值得一提的是，排名前十的

房企中，除恒大这一“特殊情况”外，仅有华润

置地、龙湖集团和世茂集团涨幅保持在两位

数，其他房企皆保持低增长幅度，即便是排名

第一的中海也仅有1.23%的涨幅。

在排名前十名的房企中，归母净利润表

现较为突出的为世茂集团，2021年上半年，世

茂集团的归母净利润为62.83亿元，同比增长

19.32%。龙湖集团上半年实现归母净利润

74.19亿元，同比增长17.05%。

整体来看，上半年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

较为明显的房企有禹洲集团、招商蛇口、九

龙仓置业、中国恒大、绿地香港、保利置业、

宝龙地产、滨江集团、佳源国际控股、新城控

股和正荣地产，其他房企归母净利润增幅皆

低于20%。

不可持续的大增

在上半年净利润表现优异的房企中，有

一批“特殊”群体，涨幅均超过100%。禹洲集

团上半年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493.77%，招商

蛇口同比增长365.32%，九龙仓置业同比增长

166.68%，中国恒大同比增长119.92%，绿地

香港同比增长119.44%、保利置业同比增长

100.77%。

之所以说它们“特殊”，是因为这些房企

的增长大多不具备可持续性。

今年上半年，禹洲集团的营业收入和归

母净利润分别大增459.83%和493.77%，能实

现如此“超常”发挥，也与其去年同期的低业

绩指标有关。北京商报记者了解到，禹洲集团

为此还闹了一次“乌龙”，先交完业绩报告，再

进行重列改错。

恒大上半年取得盈利的关键在于其不断

的卖卖卖。总金额32.5亿元出售恒腾网络11%

股份，回收现金约11.8亿港元；出售盛京银行

1.9%股份，总金额10亿元；出售深圳市高新投

7.08%股权，总金额约10.4亿元；出售恒大冰

泉49%股权，总金额约20亿元；出售5个地产

项目股权及非核心资产，总代价约92.7亿元。

与上述两家房企不同，招商蛇口净利润

大增的背后是蛇口产业园公募REITs成功上

市，此举为招商蛇口带来约14.58亿元的税后

收益。针对REITs利润贡献的持续性，招商蛇

口方面也告诉北京商报记者，这个创新路径，

是国家要推的方向，也符合招商蛇口在持有

物业运营的可持续发展，肯定要继续做的，但

下半年有没有，目前还不方便透露。“但可以

明确的是，上半年如此高的增幅肯定是不可

持续的。”

13家负增长

50强房企中，归母净利润同比下跌的有

13家，除新力控股外，其余12家房企均达到两

位数的降幅。值得一提的是，上述房企表现出

最大的特点就是“增收不增利”，营业收入表

现良好，净利润却出现较大幅度的下降。

归母净利润排名末位的3家分别是金地

商置、首开股份和金地集团，同比分别下降

33.69%、33.7%和38.79%。

金地商置和金地集团或存在同样的问

题，那就是少数股东来“分食”。2021年上半

年，金地少数股东损益为10.75亿元，近四成利

润被少数股东“分走”，整体比重也较去年同

期有所上升。金地商置的少数股东损益也出

现激增的情况，相较于去年同期增长了

102.63%。

而首开股份归母净利润的下降，主要是

由于其他收益大幅下降以及所得税费用上

升。2021年上半年，首开股份其他收益大幅下

降92.4%，由2505.8万元降至189.6万元；所得

税费用则上升了44.8%，由6.8亿元上升至9.8

亿元。

除房企成长所不得不面对的“主观”原

因，也有部分房企因“客观”原因而导致净利

润表现不佳。以富力为例，之所以净利润下滑

如此明显，也是其主动降价促销所导致的。

2021年上半年，富力地产采取了降低价格以

刺激销售、去库存的营销策略，销售均价由

2020年上半年的9200元/平方米降至今年同

期的8800元/平方米，同比下降4%。

卖资产、搞促销，富力为降负也是拼尽全

力。在今年中期的业绩发布会上，富力地产集

团董事长李思廉直言，所有的公司都在拼命地

提高现金流，富力自然也不例外，甚至不惜忍

痛牺牲一部分利润，以求满足“安全线”要求。

房企“认识”的转变

地产开发商已经告别高利润时代，行业

整体的“自律性”或主动、或被动也被推至高

点，政策限购、地价上涨、成本提升，未来的利

润空间“压缩”也或常态化。

中国城市房地产研究院院长谢逸枫表

示，近期房企利润下滑最主要的原因是此前

高价拿地后，恰好遭遇限购政策。高价地块未

能达到预期效果，利润空间遭到挤压，结转收

入的滞后性，会于2020年下半年和2021年全

年集中释放。考虑到“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

的三稳政策，未来行业利润改善空间有限，整

体将以平稳为主。“好在第二批集中供地正在

对市场给予回应，土拍规则的调整，地价上涨

的制约性将得到抑制。”谢逸枫如是说。

进入2021年，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加码

不断。据了解，2020年上半年，各地发布与房

地产市场有关的调控政策共计304次，其中包

括全国各地力度不一的人才政策、购房补贴

政策、落户政策以及前期为房企减负等适度

宽松政策。

贝壳研究院高级分析师潘浩表示，从政

策分类角度来看，今年有关“资金来源”“房地

价联动”以及“限购”的政策占比明显提升，而

此类政策对房价的抑制作用相对较强。

房地产行业整体“唱衰”，也更加期待拐

点的到来，但更多是房企对于市场的针对性

调整。碧桂园的“多元化”转型，龙湖的“提质

增效”，万科的“管理红利时代”，这也集中反

映各大房企对于行业认识的转变。

“管理红利时代，对行业来说最大的变化

是房屋回归居住属性，房地产回归实业属性。

行业出路只有一条，踏踏实实向制造业学习，

通过劳动挣加工制造和服务的钱。”万科董事

长郁亮如是说道。北京商报记者卢扬王寅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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