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盯上奶茶生意

经过数月首店经营后，华北制药旗下“甄

饮子”茶饮品牌将开始招商。报道称，由于客

户排队情况较多，目前首店已关闭外卖服务。

品牌运营人员表示，现在招商资料已在制作，

招商活动即将开始。

华北制药布局茶饮业务有迹可循。2021

年8月，华北制药官方微信刊发《健康潮饮“甄

饮子”七夕着陆长安万达受热捧》一文称，首

日试营业即创下单店收入近8000元的战绩，

为日后新店开业赢得了好彩头。

“甄饮子”被华北制药视为华北制药大健

康“十四五”的重点渠道建设项目。据了解，

“甄饮子”品牌隶属于河北华维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华北制药持有该公司51%的股权。2021

年9月，账号主体为河北华维健康产业有限公

司的公众号发表《甄饮子万达旗舰店开业大

吉》称，“甄饮子”在专心为顾客研发更多健康

时尚饮品的同时，将面向社会招商。

为对接年轻人消费需求，老字号近年来

使出浑身解数。2021年7月，同仁堂旗下IP知

嘛健康推出了“苦上加苦草本咖啡”系列产

品。2020年12月，具有百年历史的老字号药

店童涵春堂计划推出30多款“中西结合”的

茶饮。

四川天府健康产业研究院首席专家孟立

联表示，转型发展是升级、优化经济结构阶段

许多企业的合理、必要选择。从股权结构来

看，华北制药属于控股方，合作方若对“奶茶”

行业比较了解或布局较深，未来或预期获得

不错的效益。长期经济效益不好的华北制药

可以迎来改革、探索的空间。

针对布局茶饮业务的原因等问题，北京

商报记者将采访函发至华北制药宣传部相关

人士处，但未得到回应。

业绩陷入低迷

华北制药旗下茶饮品牌“甄饮子”的首店

已于8月14日在河北石家庄开业，开业时间适

逢秋天，迎合了近两年年轻人口中的“秋天第

一杯奶茶”，但这个秋天对华北制药来说同样

是“多事之秋”。

2021年8月，上海阳光药品采购网一纸文

件显示，第三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采购品种

布洛芬缓释胶囊的中选企业华北制药放弃中

选资格，在山东省未能按协议供应约定采购

量，被列入“违规名单”，成为首个因弃标断供

被罚的企业。后因有关带息负债的信息披露

前后不一致等违反《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

办法》的问题，华北制药被河北证监局、上交

所通报批评。

作为中国最大的化学制药企业之一，华北

制药的前身华北制药厂是“一五”计划期间的

重点建设项目。华北制药的主营业务为化学制

剂药、化学原料药、医药及其物流贸易、生物制

剂、医药中间体，主营产品涵盖抗感染药物、维

生素及健康消费品等领域700多个品规。

不过近年来，华北制药业绩承压。2021年

三季度，华北制药实现营收26.04亿元，同比

下降17.26%；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1677万元，同比下降27.62%；扣非净利润仅

633万元。与此同时，华北制药的资产负债率

达72.58%，短期借款为79.47亿元，占总资产

的31%。

业绩低迷下，华北制药管理层动荡。2021

年8月，华北制药收到三份高管辞职报告，分

别来自刘文富、周晓冰和王立鑫。而自2016年

以来，华北制药的董事长已换了四位。

在深圳市惠诚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注册会计师王耀武看来，华北制药原有业务

增长受限，布局茶饮新业务肯定是为了寻求

增长点。同时多元化对企业来说面临更多的

不可控风险，需要合理论证，审慎决策。

孟立联认为，华北制药属于医药行业具

备影响力的大型企业，做好药是根本，做好与

药相关产品的开发和服务才是出路。华北制

药具备这方面的条件实力，但华北制药产品

线太长，收缩战线，突出优势和凸显特色是华

北制药转型发展应当注意的。

北京商报记者姚倩

商经

道路停车、智慧加油 ETC无感支付场景扩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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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药企卖奶茶 华北制药“不务正业”

北京商报2021.12.2

传统药企和奶茶店将碰撞出怎样的火花？据财联社报道，华北制药旗下“甄

饮子”茶饮品牌将开始招商，招商资料已在制作。作为老牌药企，华北制药前身

华北制药厂是中国“一五”计划期间的重点建设工程。华北制药厂的建成，改变

了我国青霉素、链霉素依赖进口的历史。从药到大健康饮品，华北制药积极谋

变。毕竟，集采失信、净利下滑、负债高企均是华北制药发展途中的挑战。

覆盖450多个公共停车场

今年年初，交通运输部《关于开展ETC智

慧停车城市建设试点工作的通知》提出了

ETC+车生活服务，拓展ETC+多场景服务，

特别选定北京作为“数字赋能产业融合”和

“区域示范带动周边”两个主题的试点城市。

很快，相关工作就有了新进展，交通运输部着

力推进的12件民生实事中，就包括开展ETC

服务专项提升行动，拓展ETC在停车场、加油

站的应用。

2019年12月1日起，北京市范围内就已全

面实施了道路停车电子收费，而近期，ETC无

感支付也应用在了这些电子收费站。

北京速通科技有限公司城市交通事业部

王兵介绍，北京ETC用户可通过下载“乐速

通”App、“乐速通小程序”或关注“速通卡”

微信公众号开启“北京道路停车”ETC无感

支付功能。随后即可在北京道路停车驶离时

无需任何操作完成停车费的缴纳，实现北京

道路停车无感支付。

数据显示，今年1-10月，ETC停车交易量

超353万辆次，ETC平均支付比例超过50%。

以交通枢纽、医院、综合商业等高车流、易拥

堵业态进行支付方式数据统计分析，ETC支

付占比超过60%，部分项目超过80%。如北京

儿童医院停车场，ETC平均交易比例达65%，

五棵松地下停车场ETC平均交易比例达

60%，朗清园ETC支付占比81%。

“截至目前，北京市已实现450多个公

共停车场具备ETC支付功能。”王兵表示，

“这既有效改善区域交通拥堵，又提升了停

车场管理智能化水平，出入口的通行效率

明显提高，车主真正体验了停车交费的无

感支付。”

据介绍，ETC自动识别与付费已在全市

42家医院（阜外医院、北京儿童医院、协和医

院）、23个枢纽场站（两大机场：首都国际机

场、大兴国际机场；两大火车站：北京南站、

北京西站）、25个景区公园（大兴野生动物

园、圆明园、大运河森林公园），以及一些体

育场馆（国家体育场、国家游泳中心、奥体中

心）、文化教育（国家大剧院、清华大学）、酒

店、写字楼等多种类型的停车场景使用，覆

盖停车泊位约21万个。

盘古智库高级研究员江瀚在接受北京商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电子ETC支付是一个

非接触的方式，与传统停车缴费的支付方式

相比会更方便、更快捷，响应速度也更快。对

于道路治理和拥堵来说，ETC的广泛应用，

可以是未来的一个方向。除了ETC这种非接

触的支付方式之外，还有直接扫车牌的支付

方式，两种方案都有好处，有利于整体的拥堵

治理”。

免下车免排队的加油体验

除了停车缴费，汽车加油也迎来了更便

捷的体验。

首发工贸与北京速通在今年联合推出了

“ETC智慧加油”服务，在首发工贸公司的20

个加油站正式全面上线。

车主只需通过“首发能源”公众号开通

ETC加油授权，即可享受免下车、免排队缴

款、免刷卡、免扫码，实现在加油站ETC专用

通道，快速完成“即加即走”的加油体验。

首发工贸有限公司科技创新与投资发

展中心总监魏秀环表示，随着国家对ETC推

广应用的普及，以及汽车保有量的不断提

升，大家对出行的效率要求越来越高。而加

油ETC无感支付就是把ETC在收费站场景

的不停车支付应用到加油站，使ETC与加油

机做到联动，对加油车辆进行挂枪实时扣费

的ETC无感支付解决方案。真正实现客户加

油时无预约、无接触、随到随加、随支付的快

捷支付新方式。

据了解，目前北京发行的预付费ETC卡

和后付费ETC卡个人用户均可开通ETC加

油无感支付功能，货车和单位用户由于涉及

到权限问题暂不支持开通此功能。

“比如你今天下班需要加油了，开车到

加油站，直接告知加油员是加200元还是加

40升都可以，加油员按你的需求加油同时问

你的支付方式，你选择ETC支付，加油员加

油完成后直接点击ETC扣款就可以了。”魏

秀环说。

目前上线了“ETC智慧加油”服务的20座

加油站，主要分布在四环、五环和高速公路沿

线。计划于2022年最少完成13座参股合资站

的建设，2023年完成不少于50座加油站支持

ETC无感支付。

摩托车尚不能安装ETC

在货车领域，ETC无感支付是否也得到

了广泛应用呢？

北京速通科技有限公司客服中心副经理

刘曼琪介绍，2019年11月15日北京市开始发

放货车ETC，可线上、线下多渠道申办ETC设

备。车辆行驶证“车辆类型”栏标明为“客车”

“货车”“专项作业车”的车辆均可办理ETC，

实现不停车快捷收费。

“目前货车ETC与小客车ETC没有什么

区别，用户可为任何一辆车办理ETC账户，

不再要求车主本人办理。办理时，个人客户

可以在线上线下渠道办理，须提供本人身份

证原件、车辆行驶证原件；单位客户只能在

线下网点办理，需提供单位介绍信、组织机

构代码复印件或者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

章、经办人身份证原件、车辆行驶证原件。”

刘曼琪介绍。

但摩托车目前还不在ETC服务范围内。

根据交通运输部2014年发布的《公路电

子不停车收费联网运营和服务规范》中的

2.0.4条描述：车载单元（OBU/ 电子标签）需

要安装在车辆内部（风挡玻璃或仪表台上）。

根据此项内容，摩托车不具备安装OBU的条

件。同时，部分省市也明确禁止摩托车行驶

上高速公路，如浙江、广西、山东、江苏、河

南、云南、四川、内蒙古、宁夏等，目前全国高

速公路ETC系统为“一张网”运营，一旦摩托

车安装了ETC，可能引发全国高速公路管理

问题。

刘曼琪补充道，摩托车安装ETC，在非

封闭的使用环境下容易造成标签脱落，风、

雪、雨等天气易引起标签故障，造成使用不

畅，存在砸车伤人等损害财产、人身安全的

隐患。

北京商报记者陶凤吕银玲

北京道路上的电子收费车位也能支持ETC无感支付了！12月1日，在“治堵

大家谈之ETC出行服务”节目中，北京商报记者了解到，ETC已走出高速公路

收费站应用场景，在日常道路停车时，只要开启“北京道路停车”ETC无感支付

功能，在北京道路停车驶离后，无需其他操作即可实现停车缴费。此外，“ETC

智慧加油”服务也在20个加油站全面上线，可实现“即加即走”的加油体验。

1.办理渠道

线上渠道：如果有建设银行、农业银

行、华夏银行、北京银行、北京农商银行、

宁波银行、广发银行的银行卡，可以通过

“乐速通”App、“乐速通ETC”微信小程序

线上申请新办。

线下渠道：可以通过各大银行申请

ETC联名卡（建设银行、农业银行、华夏银

行、农商银行、光大银行、邮储银行、中信银

行、广发银行），再驱车前往28家速通服务

网点安装激活ETC，或通过“乐速通”App

申请电子标签，邮寄到货后自行安装。

2.申办手续

身份证（是否需车主身份证，需要咨

询想办理的渠道，各渠道要求有差异）

行驶证

3.“北京道路停车”ETC无感支付失

败怎么办？

当预付费卡ETC用户“北京道路停车”

的余额不足时、后付费卡ETC用户的速通

卡状态异常时或者本次停车交易超过用户

设置的单笔交易支付限额时，ETC无感支

付均会失败。

ETC支付失败后用户可登录“北京交

通”App，查询待支付订单使用其他支付

方式缴纳停车费。后续陆续实现通过乐速

通、微信公众号查询待支付订单并自助完

成缴费。

4.ETC用户怎么获取北京道路停车

费发票？

开启无感支付时已填写开票信息，北

京道路停车无感支付后，预留邮箱会收到

电子票据。或者用户登录“北京交通”App

后，进入“道路停车”-“电子票据”，选择待

开票订单，填写发票信息，确认后即可完

成停车费发票的开具。

5.智慧加油服务开通方式

在微信关注“首发能源”公众号-会员

中心-点击开通ETC加油，按操作流程提

示开通即可，支持名下多辆车的开通。

目前北京发行的预付费ETC卡和后

付费ETC卡个人用户均可开通ETC加油

无感支付功能，货车和单位用户由于涉及

到权限问题暂不支持开通此功能。

6.如何应对与ETC有关的诈骗短信？

随着ETC用户数量的迅速攀升，很多

不法分子趁虚而入，打着办理ETC业务的

噱头向市民群众发送了大量的诈骗短信。

短信内容大多为：ETC过期认证、系统升

级、ETC失效激活等等，诱骗受害人点击

短信中的“钓鱼链接”，实现盗刷事主银行

卡的目的。为了防止以上情况发生，在此

提醒广大市民：在收到此类“业务办理信

息”时，务必通过官方渠道咨询核实，切勿

轻易点击不明网址链接，谨防误入钓鱼网

站或被木马病毒攻击，也不要拨打短信中

的陌生电话，以防受骗。如接到可疑信息

或电话，可拨打北京ETC客服热线

010-87508050咨询核实。

北京ETC使用小贴士

（单位：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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