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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月 26 日，富力地产如期发布
2019年年报：全年实现营业额人民币
908.1亿元，净利润人民币 100.9亿元，
双双实现稳定增长，增长率分别为
18%及 16%；稳健的核心运营数字外，
富力优势领域更加凸显，城市更新业
务、酒店净利、商业经营收入等也明显
增长。

基于2019年稳健的营收和净利支
持，富力延续慷慨的派息传统，董事会
决议2019年末期股息每股人民币0.86
元，全年股息每股人民币1.28元，共派
息四十多亿元，派息率四成。这份年
报有力证明，通过拼发展内力、拼运营
质量，富力继续坚实走在高质量增长
的轨道上。

收入、利润稳增长

据年初报告，富力 2019年销售收
入、销售面积双双实现稳定增长，权益
合约销售总金额 1382亿元，同比稳步
增长 5.4%；销售面积约 1255 万平方
米，同比增长23.3%。

年报显示，2019年全年富力地产
营业额 908.1亿元，增长率为 18%；其
中，物业销售营业额 796.9亿元，物业
投资、酒店运营及其他收入 111.2 亿
元，二者增长率分别为20%、6%。

收入来源结构看，富力越发稳健、
多元。2019年全年，富力在售项目210
个，分布在国内的 26个省份（含直辖
市、自治区）；其中在一线及二线城市
的协议销售比例最高，销售金额人民
币884亿元，占比约64%。

截至 2019年底，富力地产已进驻
国内外超过140个城市和地区，累计拥
有超过420个精品项目。

年报同时显示，富力经营现金流

持续改善，现金储备增加，负债结构持
续优化，整体经营风险得到进一步控
制，增值质量和增长能力持续巩固。

2019年，集团毛利率 32.8%，物业
销售毛利率 34.9%，净利润率 11.1%，
盈利能力位于行业前列。得益于产品
品质提升、线上线下联动创新营销等
措施见效，富力 2019年销售去化维持
较好水平。

另一方面，富力继续发挥融资能
力，为业务增长不断注入“活水”。
2019 年全年新增融资平均融资成本
6.6%，显著低于 7.07%的房企平均成
本。截至 2019年底，富力现金达人民
币384.4亿元，未使用银行授信约1200

亿元，足以解决经营中可预见的资金
需求。

全面改善的运营质量确保富力
2019年继续获得资本市场信赖。2019
年12月19日，富力地产配售2.73亿股
新股，配售获得多家国际大行的充分
认可支持，获得约 6倍的认购，体现机
构投资者对富力未来股价的信心。

城市更新业务占先机

2019年，富力继续积极储备优质
土地资源，为持续发展蓄积“家底”。
富力全年在 32个城市共取得 38幅地
块，新增权益货值 1220亿元，面积 939

万平方米；新增拿地平均地价为 2600
元每平方米，显示极佳的成本优势。
截至 2019年底，权益土地储备货值超
过-7450亿元，可售面积约为 5790万
平米，大比例分布在经济中心地带、高
价值地区，足够支撑富力集团未来四
至五年业务发展需要。

充足的货源保障，确保了富力
2020年新项目推盘及购地计划。年报
披露，2020年富力可售资源约为人民
币2700亿元，足以保证人民币1520亿
元的协议销售目标。

富力城市更新业务持续发力，“旧
改之王”的成绩单不断被刷新。截至
2019年底，其已签约的合作城市更新
项目超过了 70个，规划总建筑面积超
过了 7000万平方米，可商业销售的建
筑面积超过4000万平方米。

透过城市更新项目转化出的土地
储备，极具成本优势。这些转化来的
土储较招拍挂及收购项目所获得的利
润率更高，并便于管理资金流动，已成
为提升富力盈利空间的重大优势。
2019年，富力已透过三个城市的城市
更新项目转化了179万平方米土地，并
且未来数年可转化潜在土储建面超过
4000万平方米，未来多年持续贡献利
润基础。

除了土地成本优势，这种城市更
新业务还蕴含着结构性优势。一方
面，一二线城市的面积占比92%，占据
增长高、支撑力足的细分市场；另一方
面，在大湾区面积占比达到60%，最大
化粤港澳大湾区的战略机遇。

富力城市更新业务、尤其是大湾区
的城市更新项目，正成为富力的独特优
势。截至 2019年底，富力在大湾区的
土地储备以建筑面积计约为 270万平
方米，可售货值人民币340亿元。富力

将持续受益于大湾区的迅速发展。

引擎多：商业、酒店发力

近年，富力确立以房地产开发为
主营业务，定位多元发展的综合性集
团，其在酒店发展、商业运营、空港物
流等多领域内均取得不俗成果，使其
成为多点驱动的高速“动车组”。这其
中，酒店、商业成为多元业务中两个最
大的引擎。

酒店业务方面，运营质量持续改
善。全年运营收入达70.9亿元，经营净
利业主利润上升5%，达到14.1元。截
至2019年12月31日，富力共有运营中
的酒店90家，包括奢华品牌10家、超高
端品牌32家、高端品牌43家以及超中
端品牌5家，总建筑面积达到395.22万
平方米，总客房数达27173间。

富力酒店业务拥有远超同业的盈
利能力和价值提升空间。从分布看，其
所拥有的豪华酒店60%分布在一、二线
城市，同时基于其高端定位导致平均可
售房收入同比优于行业平均。此外，该
项资产市场评估值约520亿元，与目前
380多亿元的账面计价差额巨大，隐含
了未来可在资产证券化等资本运作中
释放的巨额价值增长空间。

作为多元化发展的另一个重要支撑
点，富力在商业运营板块进一步取得全
新成果。2019年，全年运营收入达15亿
元，同比上升了12%；运营中的投资物业
总建筑面积超过了252万平方米。运营
中酒店及投资性物业市值约850亿元。

2019年 8月份，“富力商业”发布
“富力广场”系与“富力星光”系两条产
品线，分别定位城市核心商区或核心
地段的城市级综合体、住宅密集区社
区型综合体，实现双线并行，两翼齐

振，商业运营成为富力可持续增长的
又一块重要“压舱石”。

公益美：绿色建筑、抗疫成果丰硕

自 1994年成立以来，富力集团持
续关注民生，积极践行企业社会责任。
截至2019年12月31号，富力各类慈善
捐赠遍及文教、卫生、治安、敬老、扶贫
等多个领域，总捐助额达到5.2亿元。

富力同时坚定践行绿色环保的可
持续发展策略。截至 2019年底，富力
共开发或持有绿色建筑128个，合计建
筑面积约 1600万平方米。在《2019中
国房企绿色信用指数TOP50（中期）报
告》中，富力绿色信用指数 83.2，绿色
信用等级A，排名前10。

今年初以来，新冠疫情威胁着中
国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富力带领全
体富力人，积极防疫抗疫，勇当疫情中
的“逆行者”。通过封闭管理、健康监
控、清洁消杀等全方面的措施，富力对
其管理的全国社区、商业物业、酒店等
部署全面的防御，保障其服务的百万
人的生命安全。

2月 5日，富力向中国青少年发展
基金会及广州市慈善会共捐款2000万
元人民币，用于疫情防控工作中的医
疗研究、物资采购、志愿服务、患病家
庭救助、医务人员奖励等。3月 22日，
富力又多渠道紧急筹集了价值 500万
元的生活物资捐赠给了武汉人民。

2020年，对于各家房企注定又是一
个新挑战，市场环境趋紧背景下，新冠疫
情再次强烈冲击。然而，富力以团队为
基石，加之多年锤炼的发展内力和经营
体系，不仅敢于迎接挑战，也确实有足够
理由在2020年取得丰硕成果。

（CIS）

多元业务步入收获期 富力地产2019年营业额、净利润齐增长

本报见习记者 张晓玉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牵动着亿万人民的
心，疫情对各行各业带来了不同程度的冲击。
这突如其来的疫情给部分企业带来了危机，而
对于绝大多数企业则是选择直面疫情，撸起袖
子化解危机，而这些企业当中就有晶牛微晶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晶牛集团）的身
影。

按照晶牛集团今年的总体任务，年前企业
营销人员的区域划分、订单的完成办法均已出
台，只等年后上班尽早出征，但这一系列规划
被突然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打乱。

祸不单行，疫情发生后，晶牛集团在邢台、
包头的两大生产基地同时遇到了人员、物资流
动等困难。

疫情增加压力，科技却为企业增加动力。
面对疫情防控中的种种困难，晶牛集团董事长
王长林向《证券日报》记者谈道，“疫情发生后，
集团总部总体部署，加上设计研究院等部门协
同攻关，实现了河北总部与包头基地的紧密配
合，重点加大包头生产基地新建窑的生产功
能。”

据介绍，在坚持面向市场做好疫情防控工
作的前提下，晶牛科技人员在内蒙古包头基地
昼夜奋战两个月，创新出高温、可控、高效能微
晶熔窑，以确保全国水泥企业升级改造所需的

“四耐”微晶产品。
产品问题解决了，晶牛集团又遇到了另一

个难题。由于疫情防控要求严格，晶牛集团的
营销人员不能到现场指导安装，尤其是对水泥
窑协同处置医疗垃圾，而助力疫情防控的复产
企业更是燃眉之急。

急企业之所急，面临眼前的困难，晶牛集
团设计院加班加点赶制出微晶工程远程视频
安装指导平台,从设定 8个场位、35个窗口，到
运用在线互联网对水泥企业实行视频指导安
装，在数千公里外的南疆北国的工地上，可及
时发现和纠正精度在 2mm-3mm的误差，助力
水泥企业升级复产。

贵州荣盛（集团）建材有限公司就是通过
上述方式处理的。公司地处贵州、云南、广西
三省交汇处的兴义市，距离晶牛集团2000余公
里，是最难进去人员指导安装的水泥企业，却
成了第一个远程受益安装企业。

在贵州荣盛（集团）建材有限公司的问题
解决之后，紧接着晶牛集团又实现了对云南普
洱、四川习水、内蒙古乌海、海拉尔等水泥企业
的远程指导安装使用晶牛“四耐”微晶产品的
任务。

此外，对第一次使用晶牛“四耐”微晶产
品，远程指导无法实现安装的水泥企业，晶牛
集团指派专人经医院做抽血、CT等系统体检，
取得健康证后到实地现场指导安装，帮助企业
尽快复工复产。

截至3月25日，晶牛集团确立的2020年硬
核产品“四耐”微晶覆盖全国 31个省市区年度
目标已完成三分之一，为实现全年目标任务奠
定了基础。

王长林表示：“从 2月中旬开始，公司采取
分级差异化防控措施，根据市场急需分别发货
有序推进企业自身复工复产；复产复销后企业
收到云南、贵州、四川、内蒙古以及北京等地水
泥企业的订单。”

晶牛集团科技驱动
助力水泥企业升级改造

本报记者 李乔宇

在新冠肺炎疫情开始蔓延的时
候，早有先行者负重而行。

大年初一，远大医药旗下成员企
业远大医药黄石飞云制药有限公司接
到了复工通知。两天内，黄石飞云配
齐床铺、棉被等生活用品，150多名员
工返回工作岗位，实施全封闭管理。

据了解，黄石飞云是湖北省政府
批准复工的第一批疫情防控医用物
品生产企业。自接到复工任务后该
公司全力保证抗病毒口服液生产，两
条生产线开足马力，24小时不间断生
产，每天产量达10万盒。

黄石飞云的故事只是远大医药
的一个缩影。

“作为主体位于武汉的医药企
业，集团在疫情期间切实肩负起社会
责任，保证一线药品的稳定供应。”日
前，远大医药方面在刚刚披露完毕的
2019年年报中谈道。

8款产品列入
火神山、雷神山采购目录

据了解，早在3月8日，远大医药
已有10家企业2300余名职工复工上
岗，积极保障桉柠蒎、去甲肾上腺素、
肾上腺素、多巴胺、甲氧明、抗病毒口
服液等急需防疫药品的生产任务。
年报披露，疫情期间，远大医药共有8

款产品被列入火神山和雷神山医院
疫情采购目录。日前，该公司向湖北
省科技厅申报了创新药组蛋白抑制
剂HIP(HIP项目)。据报道，作为全球
创新的针对脓毒症病因治疗的药物，
HIP项目可能对重症新冠肺炎后期并
发的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ARDS)和
脓毒症有治疗作用。

“机遇与挑战共存”，谈及疫情对
于公司的影响，远大医药方面表示，“疫
情不可避免地对2020年的全球经济带
来冲击。”据介绍，目前远大医药的各项
生产经营工作正在平稳有序进行，保障
生产经营合规有序、稳定展开。

事实上，即便撇开疫情不谈，
2020年对于医药企业而言，仍然是一
个充满挑战性的时点。

据公开资料显示，2019年，医保
主导的“带量采购”成为医药行业最
受关注以及最大的确定性事件。远
大医药方面表示，这对于医药企业，
尤其是仿制为主的药企，现有的市
场空间受到压缩，为寻求可持续发
展，必须另辟蹊径，不能墨守成规。

“在多变的格局中找准方向，在激
烈的竞争中把握机会，才能成功立足
并实现超越。”远大医药方面表示。

双轮驱动
去年5次投资并购

如何另辟蹊径，如何在激烈的竞

争中把握机会？对于远大医药而言，
投资并购或许是一个重要的答案。

据年报公开信息显示，2019年，
远大医药共计进行了5项重大投资与
收购活动。

2019年 2月份，远大医药签订了
独家授权协议，获得新型复方鼻喷剂
Ryaltris在中国二十年的独家销售权；
2019年 11月份，远大医药与澳洲格
里菲斯大学签署独家授权以及合作
开发协议，获得全球首创治疗副流感
产品的全球开发及商业化权益；2019
年 10 月份，远大医药收购了 Onco⁃
Sec Medical Incorporated约44%的股
份，并获得其全球首创的基因免疫疗
法 产 品 TAVO（Tavokinogene Telse⁃
plasmid）在中国及三十八个亚洲国家
的商业化权益；2019年 12月份，远大
医药与 Sirtex Technology Pty Ltd.及
澳洲国立大学签订三方协议，获得
HIP项目的相关研发合作及与项目相
关的知识产权授权许可；2019 年 12
月份，远大医药与台湾全福生物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签署授权协议和股份
认购协议，进一步丰富了眼科板块中
高创新壁垒的产品线。

远大医药方面表示，5项重大投
资与收购活动旨在进一步强化公司
现有核心治疗领域创新产品储备，
加速提升公司研发实力，加快国际
化布局，并为公司的长远发展提供
动力。

在竞争激烈的行驶中把握机会
的另一个途径或在于增强研发实力。

年报显示，截至 2019年 2月份，
远大医药已在心脑血管急救以及五
官科细分领域成为中国最大的产品
供应商之一，并有信心成为中国癌症
介入式內放射治疗领域及心脑血管
介入治疗领域拥有创新型重磅产品
的企业之一。

未来，“远大医药将发挥自身综
合优势，持续发展技术壁垒产品及品
牌药产品，通过坚持自主研发及海内
外投资并购的双轮驱动发展战略，不
断丰富集团的创新产品，巩固和强化
现有优势领域，逐步建立市场领导地
位。”远大医药方面表示。

营收净利双增
盈利结构获券商点赞

据远大医药方面披露的数据显
示，2019年，远大医药实现收益同比
增长10.6%，如撇除汇率变动的影响，
收益同比增长约 15.6%，其中医药制
剂及器械同比增长约24.3%；同期，公
司拥有人应占年内溢利总额同比增
长约61.4%，如撇除汇率变动的影响，
公司拥有人应占年内溢利总额同比
增长约69.4%。

公告显示，远大医药实现 2019
年收益增长的主要原因包括集团大
力发展具有市场和技术壁垒的特色

医药产品、独家或受保护医药产品
以及品牌药产品等，特别是医药制
剂板块录得明显的增长。此外，在
2019 年公布的全国医保目录中，远
大医药的多款产品仍被保留在当
中，并增加了多项新产品，致使公司
于新版全国医保目录中的产品数目
较旧版增加，亦使公司可以取得更
多的市场占有率。

远大医药入选第二批小品种
药（短缺药）集中生产基地建设单
位，目前全国仅 6 个联合体。这意
味着公司将在生产技术改造、药品
品质和疗效一致性评价等方面获
得工信部及发改委大力支持，相关
产品也将获得食品药品监督机构
优先审评审批，相关扶持政策将为
小品种药物业绩提升提供保障，同
时巩固远大在心脑血管急救领域
的领导者地位。

事实上，这并非远大医药首次
出现营收、利润双涨。据公开数
据显示，2014 年至 2018 年期间，远
大医药的收入及净利润持续保持
增长。

据光大证券披露研报显示，远大
医药盈利结构持续改善，医药产品结
构不断优化，给予其“增持”评级。中
泰国际研报亦表示，公司业绩稳定盈
利能力在持续增强，资产负债率趋
降，研发产品线丰富，“内生外延”的
发展战略值得期待。

远大医药去年投资并购出手5次 产品研发与储备“共舞”
公司8款产品列入火神山、雷神山采购目录

本报记者 王小康

3月 29日，比亚迪举办线上“刀
片电池”发布会，业内热议许久的比
亚迪“刀片电池”终于露出真容。比
亚迪总裁王传福、副总裁兼弗迪电池
董事长何龙共同出席了刀片电池的
发布会，详细介绍了刀片电池的研发
和技术特点。

此外，比亚迪还在发布会上首
次对外公布了“刀片电池”顺利通
过“针刺试验”的完整测试视频。
中国科学院院士欧阳明高分析指
出，“刀片电池”的设计使得它在
短路时产热少、散热快，并且评价
其在“针刺试验”中的表现“非常
优异”。

据了解，这款电池目前已经开始
量产了，新的工厂采用无尘车间和智
能化的生产线进行生产，预计年产能
将会达到 20GWh，新电池将会在 6月
份和比亚迪“汉”共同亮相。王传福
还在会上透露，“刀片电池”只在比亚

迪“汉”纯电车型搭载应用，其他车型
暂无规划。

重新定义
新能源汽车安全标准

在发布会上，王传福首先回顾了
比亚迪的发展经历，他表示比亚迪在
2003年进入汽车行业，2006年，比亚
迪就推出了首款纯电动车F3e。目前
比亚迪累计已经售出了 75万辆新能
源汽车，遍布欧美日韩50多个国家和
地区，连续四年销量位列全球第一，
六年销量位列全国第一。

王传福认为，在国内的新能源
乘用车领域 ，多个企业间存在续
航攀比的现象 ，而提升续航的主
要方法就是提升动力电池的能量
密度 ，这就导致了电池行业的发
展跑偏了。

据了解，电动车的安全很大程度
上取决于电池的安全。电动车在遭
遇碰撞、电池短路或尖锐物体穿刺等

情况时，容易诱发电池的热失控，继
而出现车辆起火、爆炸等安全事故。
事实上，磷酸铁锂电池本身就具有高
安全性的优势。然而过去几年，由于
能量密度相对较低，磷酸铁锂电池在
新能源乘用车厂商盲目追求续航里
程的攀比中，被能量密度更高，但天
生热稳定性差的三元锂电池甩在了
身后。

而安全性则是比亚迪一直追求
的主要目标，所以比亚迪一直坚持磷
酸铁锂电池的研发。旗下的弗迪电
池公司也已经研发出了首款重磅产
品“刀片电池”。

比亚迪的刀片电池采用磷酸铁
锂作为正极材料，并克服了磷酸铁锂
能量密度低的缺点，新电池不会发生
自燃现象，而且电池的续航里程和使
用寿命都会有所增加。

“针刺穿透测试”是行业内公认
的对电池电芯安全性最为严苛的检
测手段，可以模拟电池贯穿极度危
险情况下的整车安全。在同样的测

试条件下，三元锂电池在针刺瞬间
出现剧烈的温度变化，表面温度迅
速超过 500℃并开始剧烈燃烧；传统
磷酸铁锂块状电池无明火、有烟，表
面温度达到 200℃~400℃；“刀片电
池”在穿透后无明火、无烟，电池表
面温度仅有 30℃-60℃左右。这意味
着，搭载“刀片电池”的汽车在破损
严重的情况下电池也不会起火。

正因如此，比亚迪集团董事长兼
总裁王传福在发布会上自信宣称，

“刀片电池”将引领全球动力电池技
术路线重回正道，“把‘自燃’这个词
从新能源汽车的字典里彻底抹掉。”

续航里程提升50%以上
首发搭载比亚迪“汉”

作为新能源汽车领导者、全球动
力电池领导企业的比亚迪一直毫不
动摇地将“安全”放在首位，且从未放
弃对探索磷酸铁锂电池高安全、高续
航、长寿命的再研发。

据比亚迪集团副总裁兼弗迪电
池董事长何龙介绍，“刀片电池”通过
结构创新，在成组时可以跳过“模
组”，大幅提高了体积利用率，最终达
成在同样的空间内装入更多电芯的
设计目标。相较传统电池包，“刀片
电池”的体积利用率提升了 50%以
上，也就是说续航里程可提升50%以
上，达到了高能量密度三元锂电池的
同等水平。同时，由于电池组内的电
池都是长条形的，每个电池都是一根
梁，整个电池的强度也有所增加。

事实上，联姻戴姆勒、牵手丰田，
比亚迪的电动化能力早已得到全球顶
级同行的认可。“刀片电池”的推出，有
望加速比亚迪开放战略开花结果。

何龙在3月29日的发布会上称，
“今天，几乎你能想到的所有汽车品
牌，都在和我们探讨基于‘刀片电池’
技术的合作方案。”他表示，比亚迪

“弗迪系”全部核心技术和零部件将
向整个新能源车行业开放共享，让行
业和消费者受益。

比亚迪“刀片电池”露真容
6月份有望与新车型“汉”齐亮相

我在“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