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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殷高峰

广汇物流近日发布的2019年度报告称，报
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8.69亿元，同比增
长37.90%；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8.19亿元，同比增长49.88%；经营现金流净额为
14.68亿元，较上年3.17亿元，增幅达363.90%。

值得注意的是，广汇物流推出的高额的分
红派发方案。公告显示，公司拟每10股派发现
金股利 5元（含税），以 11.95亿股（扣除公司回
购股份）的总股本计算，将派发现金红利5.98亿
元，占归母净利润73%。

“算上公司此前回购花费的 3.51亿元自有
资金，公司2019年总现金分红占当年归母净利
润 115.83%，远超目前两市平均水平。”广汇物
流总经理李文强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三项指标创历史最高

李文强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2019年，
在外部宏观经济形势错综复杂的背景下，公司
顺时应变，主动适应经济新常态，坚持“着力提
高经营管理水平、全面提升发展质量，创品牌物
流”的发展主线，把握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
攻坚克难，积极变革创新，“营业收入、归母净利
润、经营净现金流均达到重组上市以来的历史
最高水平。”

李文强表示，广汇物流目前经营的美居物
流园经营总体平稳发展，“‘坚持品牌导向、优化
园区业态、整合优势资源、提供优质服务’的经
营工作措施取得预期效果。”

据《证券日报》记者了解，美居物流园是乌
鲁木齐市具有标杆意义的以娱乐休闲、时尚购
物、家居建材的展示销售、商贸流通及家装体验
于一体的综合性物流园，是乌鲁木齐市城北重
要的商业中心。

未来 2年-3年，公司核心主业依然是美居
物流园租赁、阶段性房地产等现有业务，美居
物流园作为公司重组上市的主要资产，经营业
绩持续稳定。李文强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作为增量主要来源的阶段性房地产项目储备
相对丰富，且处于业绩集中释放期，足以确保
公司在该阶段的业务持续支撑能力和业绩持
续增长。

从广汇物流重组上市以后的发展轨迹来
看，公司持续推动物流主业和阶段性优质地产
项目形成良性互补。优质地产项目所产生的
现金流无疑成为后续发展物流主业的强劲动
力。报告期内，公司一方面募投项目乌鲁木齐
北站综合物流基地（一期）开业运营，并积极推
进冷链二期建设，打造冷链物流核心竞争力；
另一方面，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业农村厅签
订战略框架协议共建新疆优质农产品供应链
平台。

“中长期来看，公司将发展重心聚焦在打
造‘一带一路’领先的供应链平台这一战略定
位上，沿着‘创品牌物流’的发展主线，持续推
进美居物流园区改造升级、加速冷链物流项
目布局、大力发展商业保理业务、积极探索供
应金融业务四大方向，充分利用好阶段性房
地产开发项目提供的回流资金，不断夯实现
代物流主业，确保经营业绩可持续增长。”李
文强透露。

高分红回报股东

在发布亮眼业绩的同时，广汇物流推出的
分红派发方案也很抢眼。公告显示，公司拟每
10股派发现金股利 5元（含税），以 11.95亿股
（扣除公司回购股份）的总股本计算，将派发现
金红利5.98亿元，占归母净利润73%。

“算上公司此前回购花费的 3.51亿元自有
资金，公司2019年总现金分红占当年归母净利
润115.83%，远超目前两市平均水平。”李文强
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公司能够持续通过多
种途径且高比例回报全体股东，最根本的原因
就是收益预期稳定，要与投资者、特别是中长期
投资者建立互信及回报预期，共同分享公司发
展红利。

作为2016年年底重组上市的公司，2018年
就弥补重组上市前原上市公司累计的8.02亿元
巨额亏损后，当年就向投资者实现现金分红
3.76 亿，占当年实现归母净利润 5.51 亿元的
68.23%；紧接着在 2019年，广汇物流动用 3.51
亿元进行股份回购。此次推出5.98亿元现金分
红方案，股息率接近10%，远高于银行各类存款
和理财收益，直接用于股东回报的现金高达
9.49亿元，占公司 2019年实现归母净利润 8.19
亿元的115.83%。

“我们认为，要实现这样的目标，三个方
面的因素缺一不可。”李文强对《证券日报》记
者表示，第一，公司目前物流业务和阶段性房
优质房地产项目形成良性循环，业绩预期稳
定，具备连续高比例现金分红及回购的能力，
这个是基础性因素；第二，逐步建立科学、持
续、稳定的分红决策和监督机制，积极回报投
资者，引导投资者树立长期投资和理性投资
理念，成为公司决策经营工作的重要组成部
分。为此，公司在实际现金回报投资者的同
时，推出（2019-2021 年）股东回报规划，明确
在公司盈利且现金能够满足持续经营和长期
发展的前提下，原则上每年进行一次现金分
红，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不低于当年
归母净利润的 30%。第三，广汇物流分别于
2018 年和 2019 年推出高管和核心人员都参
与股权激励和员工持股计划。

广汇物流
去年净利增长近五成
逾七成利润分红回报股东

本报记者 李春莲

如果说 2019年网红直播带货开
始火爆起来，那么 2020年疫情下的

“宅经济”正在让网红直播渗透到每
一个行业。

而美妆业更是因为直播带货转
化率高，所谓“门店一周不如直播一
场”，各大美妆巨头都在加速争抢线
上流量。

逸仙电商有关人士向《证券日
报》记者表示，疫情期间，全国经济笼
罩阴霾下，“云逛街”“云柜姐”等直播
带货模式成为另一个赛道。

网红直播催生电商新赛道

近日，一则李佳琦斥资 1.3亿元
在上海买房的消息冲上热搜，该小区
房价每平方米超10万元，演员胡歌、
唐嫣也住在这里。

不少网友调侃：我们买的每一只
口红，都为李佳琦买豪宅做出了贡
献。

顶级流量来之不易，背后是巨大
的付出和坚持。不少粉丝认为，作为

“直播一哥”，李佳琦值得这样的豪
宅。一年 365 天，李佳琦累计直播
389场，从晚上七点到夜里一两点，
结束后继续复盘。每天的生活就是：
直播，直播和直播。李佳琦也坦言，
不敢停一下，停下来担心粉丝会跑到

别的直播里去。
从事品牌工作的小古，出于好奇

心和工作需求，在去年双十一围观了
一次李佳琦的直播后，就“入坑”了，
成为李佳琦的铁粉，仅仅几个月的时
间，就跟着李佳琦不停地“买买买”。
淘宝订单多达十几页，从面膜、口红
到零食，再到家居用品，品类繁多，五
花八门。

“李佳琦商品推荐很专业，能直
接看到效果，推荐的东西买回来之后
发现确实不错。”小古向《证券日报》
记者提到，李佳琦每次直播的全流
程、单个商品的推荐背后都是有设计
的，什么时间推荐、如何突出重点、什
么时候抽奖等等，细节决定成败，可
以反映出背后团队的专业精神。

截至目前，李佳琦在淘宝直播粉
丝超 2000万,抖音粉丝超 4000万,微
博粉丝超1200万。

从最新数据来看，仅 2月 5日-3
月 2 日，李佳琦直播间总销售额达
9.57 亿元，最高同时在线达 5829 万
人次。

坐拥大量“真爱”粉丝，作为“直
播界”的标杆，李佳琦的收入不菲。
据此前报道，2019 年李佳琦赚了将
近 2亿元。李佳琦也曾在采访中自
曝“从 2019年 1月份开始，月收入能
突破七位数字。”

可以说，李佳琦的赚钱能力超过
了目前不少A股上市公司。

如果说去年不少行业还没有意
识到网红直播的重要性，在此次疫情
的催化下，直播已经成为重要的带货
方式，也成为企业转型的重要抓手。

据3月3日淘榜单发布的报告，2
月份淘宝新增商家数量100万，淘宝
直播新开播商家环比增幅 719%，在
淘宝直播上“云生活”的用户增幅
153%。淘宝直播商家在 2月份获得
的订单总量，平均每周以20%的速度
增长，成交金额比去年同期相比翻
倍。

逸仙电商上述人士认为，直播已
经发展成为电商在新时代的新产业，
直播带货呈现出极强的爆发性，正在
创造一个千亿元级的新市场。

线上流量竞争加剧

50多岁的化妆品品牌林清轩创
始人孙春来，从来没想到自己有一天
会做直播。受疫情影响，初一到初
七，林清轩 157家线下门店歇业，开
业的170多家门店也几乎无人光顾，
线下生意全部冰封，2000 名导购被
待业，企业进入生死存亡的至暗时
刻。

为了寻找出路，孙春来带着 100
多名导购上线淘宝直播，他自称“豁
出去了”。当天，有 6万多人看他们
的直播，卖了近40万元的山茶花油，
还收到了36万个点赞。

除了林清轩，这几年，新近崛起
的“国货之光”完美日记也在疫情期
间尝到了直播的甜头。

“淘宝直播协助完美日记实现了
线上不停业，也给完美日记直播业务
发展实现了弯道超车的机会。”逸仙
电商上述人士还表示，以 2 月份为
例，在淘宝直播平台上，直播完美日
记产品的主播有300多位，环比上涨
超 20%；直播场次近 4万，环比上涨
28%，销售额环比增长近170%。

除了淘宝直播，完美日记线下门
店的彩妆师也变身主播，在微信小程
序等多个平台进行直播。

逸仙电商上述人士还表示，“虽
然疫情期间大部分线下门店都已经
暂停营业了，但是没有中断门店同事
继续为消费者提供的产品和服务。
所以我们40多家门店的彩妆师在疫
情期间，变身为网络主播开展直播活
动”。

同时，欧莱雅方面也告诉《证券

日报》记者：“线下的销售因为柜台
门店开放的现实情况以及商场人流
量的减少，一定程度上会受到影
响。但我们在线上看到消费者仍然
有很大的需求。在疫情期间我们通
过品牌的自有传播平台，品牌微信
群营销，品牌美容顾问私域流量的
运营以及和商场直播销售平台的销
售直播去帮助消费者种草产品，了
解产品和消费的利益点，助力市场
反弹。”

如今的李佳琦就是靠卖口红起
家，进而拥有了千万粉丝，相比很多
传统行业，美妆巨头在直播中的机会
无疑更多，但竞争也更为激烈。

华泰证券研究报告指出，疫情事
件倒逼各商家以社交营销和电商直
播自救，加速商家数字化转型。新渠
道、新营销为诸多品牌带来新发展机
遇，也降低了准入门槛，传统品牌焕
新、新锐品牌快速崛起可能性大幅提
高，加剧市场竞争。

门店一周不如直播一场
美妆巨头线上流量之争加剧

本报记者 曹卫新

重组仍是企业“脱胎换骨”的良
方。3月11日，协鑫能科对外披露了
重组完成后首份年度“成绩单”。业
绩快报显示，公司 2019年度实现营
业总收入109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为 5.49 亿元，相较
2018年重组前 4.72亿元的营业收入
和 537.87 万 元 的 净 利 润 ，增 长
2210.33%、10109.02%，上市公司整
体盈利能力提升逾百倍。

“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公司的
基本面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主营
业务已由废弃聚酯的综合处理、有色
聚酯纤维及色纺纱线的研发、生产和
销售转变为清洁能源发电、热电联产
及综合能源服务。”公司董事会秘书
沈强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
说道。

转型能源生态服务商

协鑫能科原股票简称霞客环保，

是一家老牌上市公司，自 2004年上
市至今已有16年时间。

2016 年，受国际国内市场需求
低迷、纺织原料价格波动、成品价格
下降等客观因素的影响，公司销售低
迷、产销倒挂，继 2014年后，公司生
产经营再次陷入亏损，当年实现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4124.19万
元。

主业盈利能力持续下降、经营陷
入困境，重组被提上了日程。

2018 年，公司启动重大资产重
组，置出盈利能力较弱资产的同时
注入总资产超百亿元的协鑫智慧能
源 90%股 权 。 历 时 数 月 ，公 司 于
2019年 5月份实施完成了重大资产
重组资产交割，协鑫智慧能源成为
公司的控股子公司。霞客环保由一
家纺织类上市公司转型进入清洁能
源行业。

“公司完成重大资产重组后，重
新确定了整体战略主线，以能源生
产向能源服务转型为总引领，公司
未来将聚焦绿色能源运营和综合能

源服务，以清洁能源为核心，构建
‘源-网-售-用-云’体系，成为领先
的能源生态服务商。”沈强告诉记
者。

数据显示，协鑫能科 2019 年上
半年实现营业收入50.6亿元，同比增
加 38.34%，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2.68亿元，同比增加 14.39%，其
中协鑫智慧能源半年度实现净利润
4.74亿元。而最新披露的全年业绩
快报数据更是亮眼。

重组后新主业清洁能源业务生
产经营规模持续扩大，总资产及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显
著提升。截至 2019年 12月底，公司
总资产为 240.67 亿元，比期初增长
18.2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
股净资产为 3.57 元，较调整前期初
数增长 168.42%，2019 年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实现 5.49 亿
元，上市公司整体盈利能力提升逾
百倍。

“从我个人角度来说，协鑫能
科 2019 年的业绩表现是好于预期

的。2018年下年起，协鑫智慧能源
投建的相关天然气和垃圾电厂陆
续转运营，且 2019年上半年收购一
家风力发电企业，导致电和蒸汽收
入均较同期增长。”有不具名分析
师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
表示。

紧扣电力改革红利

从全球范围来看，随着经济发展
及可再生能源占比增加，电力对能源
消费增长贡献度提高，根据电规总院
及彭博新能源财经预测，预计 2035
年中国全社会用电量峰值将达到 12
万亿千瓦时左右。

作为协鑫系第四个上市平台，与
其他几家协鑫系上市公司主打光伏
牌不同的是，协鑫能科核心业务聚焦
绿色能源运营和综合能源服务，以清
洁能源为核心，布局储能、配售电、能
源数据、电港业务。

2019年，新管理团队履新后，迅
速启动定增拟募资投建江苏泗洪风

电项目（75MW）、江苏阜宁风电项目
（一期 30MW+二期 15MW）、内蒙镶
黄旗风电项目（125MW）等多个风电
项目。

“随着国家政策支持保障新能
源发电上网，以及调配与输送等电
力改革推进，风电行业整体将持续
健康发展。”业内人士分析表示，伴
随新一轮电力体制改革逐步深入，
配电、售电等业务机会逐步释放，
国家电网大力推进“泛在电力物联
网”建设，加上储能、电动车、5G 通
信、人工智能、区块链、边缘计算等
技术快速发展，公司所在行业涌现
出新的业务机会。

“电力市场整体来说还是一个专
业度要求比较高的市场。”中国新能
源电力投融资联盟秘书长彭澎在接
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要想
享受电力改革的红利，民营企业需要
不断强化自己的专业度，同时还需要
踩准鼓点。和其他的市场改革不同，
目前电力市场是要求降电价，创新业
务的难度是很大的。

注入百亿元清洁能源资产 协鑫能科去年整体盈利能力提升逾百倍

本报见习记者 王 僖

3月12日，《证券日报》记者从金
城医药获悉，近日，公司成立“原料药
管理中心”，继“医药化工板块”“生物
制药板块”“终端制剂板块”之后，正
式开启第四个产业板块——“原料药
板块”的平台搭建进程。公司方面接
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作为
中国头孢医药中间体的领军企业，公
司将集中间体资源优势，嫁接原料药
平台，打通“中间体+原料药+制剂”一
体化的金城特色制药全产业链，并将
通过与国内外原料药公司战略合作，
拓宽市场合作新渠道。

金城医药是全球生物制药谷胱
甘肽原料的主要供应商，全球重要的
头孢类医药侧链中间体生产研发基
地，国内领先的妇儿科药物制剂生产

商，作为一家业务涵盖医药中间体、
生物原料药、终端制剂三大领域的上
市公司，经过多年的发展，金城医药
已逐步形成了药品研发、医药中间
体、特色原料药、制剂生产和销售的
产业链布局。

公司相关负责人告诉《证券日
报》记者，公司“起家”于医药中间体，
早在 2012年，公司的“第三代头孢抗
菌素中间体活性酯关键技术及产业
化项目”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后，公司便凭借强大的技术工艺和产
品质量优势，逐步发展成为目前全球
最具竞争力的头孢侧链生产企业。

2014 年开始，公司着手向下游
头孢菌素制剂布局，并接连通过收购
上海天宸药业、收购中山道勃法51%
股权，将公司版图从抗生素中间体扩
展到终端制剂领域。

在新一轮医药变革中，原料药企
业的重要性和竞争力逐步提高，原料
药产业将由以前的价格驱动的“类周
期”行业发展到未来以新产品、新技
术和新订单获取的成长性行业。特
别是随着公司北上广终端制剂板块
的并购融入，加快公司原料药平台建
设显得尤为重要。

目前在头孢抗菌素产业链上公司
通过与国内外头孢原料药厂商签订战
略合作、独家供应商协议等方式，初步
形成了“头孢侧链中间体——头孢原
料药——制剂”一体化的优势。

《证券日报》记者了解到，此次金
城医药成立的原料药管理中心，初始
的职责主要是整合公司内部原料药发
展资源，统筹协调原料药发展，为公司
的沧州、昆仑等分公司筛选引进原料
药品种、市场开拓及对外销售，协调原

料药研制、国际注册认证等工作。
而作为金城医药集团继“医药化

工板块”“生物制药板块”“终端制剂
板块”之后的第四个产业板块，该原
料药板块也将嫁接公司传统业务板
块的优势资源，整合头孢抗生素产业
链协同优势，在获取关键原料药进口
权益的同时横向拓展系列品种、纵向
内部配套制剂产品，协同国内外原料
药平台资源，补强产业链 ，加速释放
全产业链优势。

对于原料药管理中心成立后的
发展，公司方面介绍，其还将有两大
发展职能。其一是引进国外原料药
培育本土化。对此，公司介绍，金城
医药已在此方面累积了大量的经验，
如早期公司就通过与日本企业创新
合作模式，成为国内首家实现生物制
药谷胱甘肽产业化的企业；2017年公

司提出“国际化元年”以来，公司积极
推进产品和市场、研发与投资的国际
化，通过创新发展模式和资本并购，
做了许多有效尝试，而这些经验都将
作用于引进国外原料药培育本土化
上。其二就是利用成熟的生产基地
和管理团队为国外定制加工。公司
方面表示，公司的原料药平台发展壮
大后，也会积极拓展海外市场合作新
渠道，为公司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而在今年年初，国家四部门也联
合发布《推动原料药产业绿色发展的
指导意见》，高端特色原料药行业迎
来发展新机遇。金城医药作为中国
头孢医药中间体的领军企业，凭借其
在中间体、特色原料药领域多年积累
的产业优势，构建公司原料药发展平
台，将会在贯通产业链的进程中进一
步推动公司提质增效驱动成长。

金城医药加快原料药平台建设 补齐一体化全产业链

本报见习记者 林娉莹

在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刚刚经
受员工降薪风波的名创优品，开始卖
起了医用口罩等防疫产品。

天眼查数据显示，由名创优品
（广州）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名创优
品”）全资控股的名创优品国际（广
州）有限公司发生工商变更，公司具
体经营项目申报新增为医疗器械、设
备、医疗卫生材料及用品提供专业清
洗、消毒和灭菌，消毒用品销售，许可
类医疗器械经营，提供医疗器械贮存
配送服务等。

“此次工商变更的目的主要是为
了获得酒精消毒类、口罩类产品的销
售资质，该类产品由名创优品的合作
供应商生产，在名创优品线下门店和

电商渠道销售”，名创优品方面回复
《证券日报》记者称，“这也是名创优
品应广大消费者对抗疫产品的迫切
需求，对经营的产品品类做出的调
整”。

曾陷“员工降薪风波”

公开资料显示，名创优品由创始
人叶国富与日本设计师三宅顺也共
同创办于 2013年，主打高性价比的
生活百货，一度被消费者称为“十元
店”。截至 2019年其门店数量已达
4000 家，遍布 80 多个国家和地区。
2018年9月份，名创优品获得来自腾
讯投资与高领资本的 10亿元战略融
资。

以线下门店经营为主的名创优

品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明显。此前，
有不少员工向媒体反映称，他们先后
接到了来自公司关于降薪的通知。

一份落款日期为2月21日、来自
名创优品内部的倡议书显示：因疫情
影响公司现金流大幅减少等缘由，名
创优品向员工提出2月份至3月份工
资打折发放和停薪留职两个倡议。
据公司介绍，“停薪留职”是公司对部
分低饱和岗位做出的待岗安排，并根
据员工具体情况发放 30%薪资作为
生活补助。

“此次疫情对中国所有实体零售
业都是一次巨大的冲击，各家企业都
扛着来自营收、库存、铺租成本、人工
成本、现金流等各方面的巨大压力负
重前行”，名创优品方面就此回复《证
券日报》记者称，“通过此次调薪待

岗，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人工成本上的
压力，同时公司也通过这种方式尽最
大努力留住岗位，不让员工流失，为
疫情过后的业务增长做储备”。

据悉，名创优品创始人叶国富近
期也多次在内部会议上表示：“我们
自己勒紧裤腰带，全员减薪日子过苦
一点，也要帮助客户渡过难关，并从
危机中抓住机遇迎来更大发展。”

八成门店已恢复营业

疫情影响下，通过外送、电商等渠
道进行自救成了商家的必选项。据
悉，疫情期间，名创优品则通过与外送
平台推出无接触配送服务、布局社交
电商、推出口罩和酒精消毒类产品等
方式，来对冲线下门店的业绩损失。

近日，在国内电商平台上，《证券
日报》记者看到确实有“miniso”品牌
的医用外科口罩出售。商品详情显
示，该产品是由山东惠恩医疗器材有
限公司授权名创优选（广州）有限公
司代理销售。天眼查显示，后者由名
创优品全资控股。

记者了解到，目前名创优品80%
以上的门店已复工营业。此外，据公
司透露，当前名创优品除湖北外的门
店日销已恢复到疫情前的50%水平，
预计周末将恢复到70%至80%，部分
疫情零增长地区的个别门店已恢复
至疫情前水平。

此次疫情给公司带来的创伤不
言而喻。对此，名创优品方面也说
道，公司正在重新研判线上渠道的销
售机会，并将增加对电商的投入。

名创优品新增医疗相关经营范围 八成门店已恢复营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