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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敌一千自损八百
烧钱抢位的社区团购路在何方？
今年上半年，多家消费类上市公
司业绩不尽如人意 ，在解释原因时 ，
“受社区团购冲击”这一关键词频频出
现。
然而，重创传统零售渠道的社区
团购日子也并不好过，由于疯狂烧钱
补贴，平台之间打价格战恶性竞争，大
部分社区团购仍处于亏损状态。在此
背景下，
“ 伤敌一千自损八百”的社区
团购究竟路在何方？

调味品传统渠道首当其冲

引了很多流量，这对传统零售渠道的
格局和价格体系造成了很大的冲
击。”
“由于社区团购最大的优势在于
便利以及性价比高，对于调味品重度
消费人群来说，社区团购较好地解决
了这个痛点，同时调味品作为高频消
费产品也是社区团购重点推荐以及补
贴的品种，因此首当其冲。”此外，朱丹
蓬认为，调味品行业上市公司对社区
团购新赛道的认知和投入不足也是其
业绩下滑的原因之一。

社区团购毛利率下降
2020 年社区团购的发展迅速，兴
盛优选获得腾讯的融资加码，阿里的
饿了么、零售通、菜鸟和盒马纷纷进军
社区团购，拼多多的多多买菜紧抓下
沉市场优势，美团优选在微信流量加
持下推出“千城计划”……一时间社区
团购成了互联网巨头的必争之地。

就在今年 3 月底，十荟团、橙心优
选还分别拿到了 7.5 亿美元、2 亿美元
的融资，但就在社区团购似乎一片繁
荣之时，风向却发生了 180 度的逆转。
近期有消息称，橙心优选将大面积收
缩，9 大区 31 省缩减至 3 大区 9 省，此
前，也有橙心优选将要被巨头收购的
传闻。无独有偶，近日十荟团创始人
陈郢也发布内部信表示将进行全面的
业务升级，当中提到十荟团将与阿里
MMC 在部分地区进行区域整合，在部
分效率较低的业务区域，将进行大刀
阔斧的改革。
兴盛优选相关负责人在接受《证
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 在资本大
量介入之前我们还能做到盈利，现在
已经做不到了，社区团购的模式本身
是先进且非常有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
的，但超低价补贴的方式打破了其原
本渐进式的发展规律。
”
“争抢市场烧钱补贴造成了平台
毛利率降低，其实本身社区团购的毛

利便不高，主要通过高频复购率以及
精细化管理来降本增效，对于社区团
购而言，钱都是省出来的，我们也会不
断通过供应链改革、物流升级、店效提
升来应对这种冲击。”上述兴盛优选负
责人表示。
既然社区团购不赚钱，那为何互
联网巨头仍趋之若鹜呢？朱丹蓬认
为：
“互联网电商通过近年来的高速发
展后获取新流量的成本以及难度与日
俱增，社区团购由于其高频复购刚需
等特点，其产生的巨额流量以及生活
场景对互联网巨头的吸引是非常大
的。
”
“而且社区团购吸引了很多此前
互联网巨头比较难覆盖到的人群
——中老年客户，这部分新增流量之
后能提供的变现能力也是十分可
观。”不过，朱丹蓬认为，目前社区团
购行业目前仍处于一个洗牌的过程，
“现在比的仍是资金和耐力 ，社区团
购走上健康发展的正轨有待时日。”

多家锂电正极材料生产商登陆科创板
行业打响
“扩产”
抢位赛
本报记者 王 鹤 见习记者 冯雨瑶
锂电正极材料生产商正扎堆聚集
科创板。
9月14日，科创板再迎新成员，三元
正极材料龙头企业振华新材正式加入
上市阵营，上市首日，振华新材股价开
盘涨幅直逼400%，截至收盘时间，公司
最新股价报收46.97元/股，涨299.74%，
最新市值208亿元。
事实上不止振华新材一家，此前厦
钨新能、芳源股份、长远锂科先后于今
年8月份上市科创板，加上2019年上市
的容百科技，当前科创板锂电池正极材
料阵营已扩容至五家。
此外，除去上述已上市的企业，也
有一些正极材料公司在上市路上不幸
折戟，科隆新能源曾递交IPO，不过最终
以“终止”
收尾。
“伴随着新能源产业的快速发展，
电池产业作为新能源的上游供应链，
正处于重要的发展机遇期，当前大量
正极材料企业竞相上市，实际上与整

个产业的高景气度密切相关。”盘古智
库高级研究员江瀚对《证券日报》记者
表示。
值得关注的是，在资金加持下，正
极材料行业“扩产”抢位赛也再次提速，
密集扩产成为行业内的主要布局点。

正极材料企业掀上市潮
作为动力电池的核心材料“生产
者”，正极材料企业筹划上市其实早有
准备。
去年3月份，厦门钨业宣布将其控
股子公司厦钨新能源整体变更为股份
有限公司，分拆后瞄准上交所科创板上
市。去年5月份，长远锂科作为国内三
元正极材料一线企业，向上交所科创板
提交了招股说明书。
同样在去年，振华新材发布消息
称，
计划于科创板上市。
上市后，正极材料企业在资本市场
备受追捧。数据显示，主营锂离子电池
正极材料的厦钨新能上市首日大涨

406.1%；作为一家主要从事高效电池正
极材料研发、生产和销售的高新技术企
业，长远锂科上市首日大涨310%，股价
盘中最高上涨762%，最终报收34.8元/
股，
涨幅659.8%。
值得关注的是，庞大的客户阵营是
上述企业的共有特点。据记者梳理，主
营三元正极材料的振华新材与宁德时
代长期保持着合作关系。
“ 正极材料企
业的客户阵容，无论对于公司产业链的
稳固性还是对于资本市场的加持，作用
都十分明显。”IPG中国区首席经济学家
柏文喜告诉《证券日报》记者。

产能密集扩张
基于下游高涨的市场需求，募资扩
产成为正极材料企业上市的核心目标。
此次上市科创板，振华新材预计募
集资金总额13亿元，将全部投入锂离子
电池正极材料生产线建设项目（沙文二
期）、锂离子动力电池三元材料生产线
建设（义龙二期）和补充流动资金。

厦钨新能招股说明书显示，公司拟
将15.00亿元募集资金用于年产40000
吨锂离子电池材料产业化项目（一、二
期）及补充流动资金项目等。
除上市募资扩产外，今年以来多家
龙头企业密集宣布扩产。日前，长远锂
科发布公告，公司全资子公司湖南长远
锂科新能源有限公司拟投资建设车用
锂电池正极材料扩产二期项目，建设4
万吨/年正极材料生产线，该项目总投
资约为33.39亿元。
容百科技前不久在最新投资者关
系活动记录表中披露，公司2021年计划
产能12万吨以上，扩产计划将基于确定
的订单实施。
产能密集扩张背后，正极材料企业
正迎来可观的市场空间。据国信证券
研报预计，2025年全球锂电池需求量预
计达到 1187GWh。全球动力电池需求
有望从2020年的146GWh增至2025年的
933GWh；2025年全球消费电池需求将
达到152GWh，储能电池需求有望达到
102GWh。

王自如加盟格力
“操刀”手机业务
董明珠剑指智能家居生态
本报记者 贾 丽
“格力造”手机再次获得关注。这
次，
它换了个身份，
以“大松”
品牌面世。
近日，工信部电信设备认证中心官
网显示了格力新款手机的信息。该款
手机是格力旗下品牌大松的一款旗舰
机型，采用挖孔直屏设计，周身以白色
为 主 ，从 参 数 配 置 来 看 ，定 位 中 端 市
场。有业内人士曝光，该款手机可能会
在年底前发布。
不过，对此格力电器相关人士未给
出明确回应，仅称：
“目前手机产品尚在
准备阶段，
具体由大松方面负责。
”
格力手机业务已开启了 6 年的时
间，虽然饱受争议，但在董明珠的坚持
下，
近期动作频频。今年上半年，
数码圈
知名人物王自如空降格力，成为格力手
机部门负责人，
给外界更多想象空间。
在花样百出、配置纷繁的手机市
场，此款大松手机本身并不具备太多的
看点。不过，从格力近期在手机上的动

公告速递

西藏珠峰控股股东股权被拍卖
年内股价涨幅约 500%
本报记者 张 敏

本报记者 何文英

从半年报的情况来看，调味品行
业受社区团购的影响首当其冲。千禾
味业报告期内净利润同比下滑
58.09%；颐海国际上半年净利润同比
减少 12.6%；恒顺醋业净利润同比下滑
14.62% ；中 炬 高 新 净 利 润 同 比 下 降
38.51%。
被誉为“酱油茅”的海天味业虽然
在报告期内实现了营收净利双增，但
其上半年净利润增速仅为 3%，创上市
以来新低。其中，二季度单季营收和
净利润分别同比下降 9.39%和 14.68%，
这也是海天味业首次出现单季度业绩
下滑。
加加食品董事莫文科在接受《证
券日报》记者采访时也表示，社区团购
对公司的业绩冲击很大。
“去年年初开
始餐饮消费部分从外食转向家庭烹饪
场景，提升了 C 端调味品需求，无接触
且快速送达的购物方式成为消费者的
首选。虽然加加食品也在积极布局线
上 ，但 仍 然 以 传 统 流 通 渠 道 占 比 最
大。在消费场景转变和整体消费能力
下降的夹击下，加加食品上半年的销
售业绩有所下降。
”
在中国品牌研究院高级研究员
朱丹蓬看来，调味品行业受社区团购
冲击最大有其必然性。他对《证券日
报》记者表示：
“ 自去年互联网大鳄纷
纷入局社区团购以来，社区团购通过
烧钱补贴形成的物美价廉的方式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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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以及布局来看，董明珠似乎正在谋更
大的棋局。
有消息人士称，这款新入网的手
机，是王自如入职格力后的首部作品，
设计出自其手。
今年上半年，数码圈知名人物王自
如宣布入职格力，成为格力手机部门负
责人，其被寄予能够带领格力手机扭转
局势的厚望。
“目前看，新款手机在配置上中规
中矩，不过采用的白色面板还是比较大
胆的设计。该款手机更多的意义可能
在于‘突破’。”中国人工智能学会、手机
专家张孝荣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据了解，王自如空降格力，就直接
任副总裁一职。那么，王自如为何获得
董明珠青睐？
数码“老手”王自如在 2012 年创办
科技视频平台 ZEALER，随后与团队建
立了一套详细的测评流程和标准，被多
个手机厂商引入为产品检测标准。有
消息称，2020 年，王自如曾与董明珠一

同直播带货拿下 7.03 亿元销售额。
颇具戏剧性的是，
王自如在创业和成
名过程中，
与小米和格力也都有着交集。
建立自己的科技媒体时，王自如曾
拿到小米创始人雷军名下顺为创投基
金的一笔投资。而在入职格力前，王自
如与董明珠也有多次接触。
不过，对于王自如在格力手机发展
中的作用，
外界众说纷纭。
通信投资人程宇对《证券日报》记
者表示：
“国内手机出货量连续下滑，手
机更新周期拉长，说明市场已饱和，已
进入头部企业相互竞争阶段。格力手
机除非有颠覆性功能，否则较难撼动市
场格局。
”
“资深数码人士王自如加盟格力，
在一定程度上为格力发展手机业务带
来了专业性。未来，即便不考虑智能手
机业务本身的成长性，将手机当作空调
周边的智能控制和服务平台，也有助于
未来空调产品的变革创新。”钉科技创
始人丁少将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

访时表示。
显然，加大在手机领域的发力，董
明珠看中的远不只是手机业务本身。
去年年底，格力电器在格力商城全
面上线 5G 手机，品牌名由先前的格力
变更为大松。这意味着手机业务被划
分到格力主打生活电器的品牌平台下。
原本手机业务独立存在，如今正式
入局格力电器的大生态链。
“手机作为互相网重要接入口，也
是重要的智能设备接入口。格力电器
一直在布局智能家居，抢占手机入口和
控制中心是必须要做的。董明珠再续
手机梦，终点或不是手机，而是智能家
居生态。”甲春秋传媒机构策略总监刘
步尘表示。
丁少将认为：
“ 手机是格力多元化
战略的一种尝试，也是打造智能家居的
重要一环。保持手机业务，可以为格力
提供一种多元化可能，也可以与格力的
空调、生活家电等形成更有想象空间的
智能生态。
”

二十个交易日该股票收盘平均价的
90%，未超过处置起始单价的竞买出
9 月 14 日晚间，西藏珠峰发布公
价无效。年内股价涨幅如此之高，控
告称，控股股东新疆塔城国际资源有
股股东的上述拍卖股权会有接盘侠
限公司（以下简称“塔城国际”
）持有的
吗？
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4618.9 万股即
据了解，西藏珠峰以有色金属矿
将被司法处置拍卖。上述股份占公司
山采选生产为主业，并正在实施盐湖
总股本的 5.0523%，占塔城国际持有
基础锂盐产品的项目开发。公司透过
公司股份的 13.8693%。
控股的珠峰资源（香港）公司，正在实
据记者统计，这不是塔城国际的
施位于南美洲阿根廷共和国两个全资
股票第一次被拍卖。今年 7 月份，塔
子公司之一名下安赫莱斯卤水锂矿锂
城国际所持上市公司 1663.2 万股已经
盐产品开发的扩产项目。
被司法处置拍卖并已完成股份过户，
2020 年可谓是公司发展最为困
彼时每股 20.12 元，
以约 3.3 亿元成交。 难的一年。数据显示，去年公司营业
然而，此一时非彼一时。数据显
收入为 11.3 亿元，同比下滑 49.31%；
示，今年以来，由于涉及“锂电”
“锂矿”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概念，西藏珠峰股价持续上涨，从年内
3058 万元，同比下滑 94.9%。在此背
景下，西藏珠峰股价持续调整。根据
的最低价 8.49 元/股，一度涨至年内最
高价 50.89 元/股，累计最高涨幅约为
塔城国际出具的说明，其与华融证券
500%。截至 9 月 14 日，西藏珠峰的收
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质押融资业务未
能按期赎回，
公司陷入股权质押危机。
盘价为 49.89 元/股，这意味着上述拟
拍卖的股权市值约 23 亿元。
不 过 ，西 藏 珠 峰 的 经 营 局 面 在
西藏珠峰介绍，本次股票的处置
2021 年得到改善。2021 年上半年，西
拍卖起始单价为 2021 年 9 月 30 日前
藏珠峰净利润同比增长幅度达 248%。

富士康投资 20 亿美元造车
在泰国设电动汽车工厂
型，该车计划于 2023 年第四季度内投
入量产。
富士康的造车梦酝酿已久，
富士康
“基于公司开放软硬件平台（富士
董事长刘扬伟曾公开发展愿景：
到2025
康造车平台 MIH）制造的首批电动汽
年全球5%的电动汽车都将采用富士康
车将于今年年底发布。”刘扬伟预计，
的设计、元件、机械部件和软件。但他
今年第四季度会有 2 款-3 款按照 MIH
的野心似乎也不止于此。近日，
富士康
平台所设计的电动车推出，其中包括
宣布，将在美国和泰国建设整车厂，而
一款电动巴士和两款乘用车型。
”
且已在欧洲进行汽车工厂选址。
从多年的谋篇布局到如今的快步
《证券日报》记者最新获悉，日前， 入场，富士康原本固守的消费电子利
富士康和泰国国家石油有限公司（简
润下滑或成为主因。记者注意到，
称 PTT）成立一家合资公司，计划在泰
2021 年富士康销售额仅增长 0.3%，净
国生产电动汽车，并计划建立一个新
利润自 2017 年以来持续萎缩。公司
工 厂 。 PTT 首 席 执 行 官 Auttapol
若 想 把 毛 利 率 从 目 前 的 6% 提 高 到
Rerkpiboon 表示，对电动汽车工厂，以
10%的预期目标，电动汽车将成为关
键所在。值得一提的是，自从富士康
及生产系统、供应链管理和工程研发
中心的投资，预计将高达 20 亿美元。 造车意愿公布以来，利好预期已推动
声明称，建设将需要 2 年-3 年左右的
公司股价在 3 月份创下近 4 年来的新
时间，初步生产目标是每年 5 万辆汽
高，今年以来的累计涨幅超过 15%。
车，
未来计划达到每年 15 万辆。
足以见得，电动汽车项目带来的超高
汽车平台建设方面，今年 6 月底， 关注度和发展潜力。
富士康表示将在年内推出电动汽车平
“在一个逐步被压缩的环境下，它
台，该平台搭载达到 L2 级别的先进驾
想 去 抗 争 ，又 想 去 寻 找 新 的 发 展 机
驶员辅助系统，这一技术与特斯拉和
会。”全国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秘书
日产所使用的技术相类似。除了自己
长崔东树对记者表示，在焦虑的富士
造车之外，富士康还宣布将与美国电
康面前，汽车电动化转型带来的机会
动汽车制造商 Fisker 合作打造电动车
具有巨大的诱惑。
本报记者 龚梦泽

挖上市公司“墙角”
*ST西发原董事长被判5年有期徒刑
本报记者 桂小笋

西发到期银行贷款为由，召集董事会
表决通过对外借款1.5亿元，并代表
*ST西发原董事长损害上市公司
*ST西发与四川汶锦贸易有限公司签
利益一案终于有了最新进展。9月14
订借款合同，向四川汶锦公司借款1.5
日，*ST西发对外发布公告，称原董事
亿元，该借款进入*ST西发账户后，除
长、总经理王承波犯背信损害上市公
1044.4万元流入*ST西发关联公司账
司利益罪，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并处罚
户外，
其余资金均流入与*ST西发不存
金一百万元。
在任何交易关系的银行账户。
王承波肆意损害上市公司权益可
在2018年5月29日，王承波以*ST
以追溯至2017年，根据公告显示，2017
西发名义与浙江阿拉丁控股集团有限
年8月9日，
王承波代表*ST西发以及西
公司签订借款合同，向浙江阿拉丁借
藏天易隆兴投资有限公司与吴小蓉签
款8000万元，
该借款直接转入*ST西发
订借款合同，向吴小蓉借款2980万元， 子公司西藏银河商贸有限公司账户
按照借款合同约定，该借款直接转入
后，除3436.9632万元流入*ST西发关
天易隆兴账户，*ST西发未使用该资
联账户外，其余资金流入与西藏发展
金；
2018年2月11日，
王承波以偿还*ST
不存在任何交易关系的银行账户。

方大特钢瞄准市场缝隙推进新品研发
扁钢产品“家族”再添新成员
近日，随着方大特钢第一批货叉
扁钢产品的成功试制，各项指标符合
用户要求，这意味着该公司扁钢产品
“家族”再添新成员，进一步瞄准市场
缝隙推进新品研发，有利于持续增强
企业竞争力。
据了解，方大特钢拥有一支由行
业专家带头、经验丰富的技术研发团
队，
现有省级企业技术中心研发机构，
设有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拥有国家试
验室认可检测中心，建有江西省弹簧
钢工程研究中心创新平台，专注于新
材料领域的技术研发和技术储备。
“货叉扁钢作为叉车关键部件的
原材料，要求疲劳寿命高、淬透性窄、
力学性能稳定，同时对表面质量、外
形尺寸要求较高。”方大特钢技术中

心相关负责人介绍，与弹簧扁钢相
比，货叉扁钢产品是一个全新的领
域，从产品材质到用户使用、用户技
术要求均不相同。
为确保首批订单顺利生产交付，
方大特钢相关部门会同生产单位针
对货叉扁钢产品特点进行详细讨论
研究，确定详实可行的工艺及质量控
制方案，技术人员从钢坯冶炼到轧制
全程跟进，遇到问题积极协调，快速
反应；生产工人克服产线设备、工装
模具对货叉扁钢适应性不强的难题，
在弹扁生产线上成功轧制出货叉扁
钢产品。目前，该批货叉扁钢产品各
项指标符合用户要求。
（兰春 张伟 王永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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