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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定位于一站式宠物消费和服务平台的京
东宠物首次披露，未来一年将整合京东全平台资源，
打造超过50个第一梯队的新品牌。无独有偶，今年4
月份，天猫也表示，新财年规划中，将宠物类目升级
为一级行业。天猫将用当年建设美妆的资源和投入
力度，重点发力宠物赛道，未来 3年把宠物行业打造
成为第二个天猫美妆。

两家电商巨头在相近的时间节点纷纷表示加大
对宠物业务布局，无疑为本就炙手可热的宠物赛道
又添了一把柴、加了一把火。易观电商行业高级分
析师何懿轩认为，巨头入局势必会让宠物消费、宠物
内容、宠物品牌等更加频繁地进入大众视野，带动更
多人参与养宠，进而带动宠物市场的发展。

两大电商巨头
助推宠物品牌升级

在5月19日围绕京东宠物战略升级的活动现场
上，京东零售集团宠物业务总经理刘露介绍，京东宠
物是一站式宠物消费和服务平台，包括零售、服务、
全渠道和医疗健康四个板块，已实现对全产业链、消
费全场景、宠物全生命周期的覆盖。

《证券日报》记者了解到，京东布局宠物行业已
有十年历史，但此次京东宠物首次披露，未来一年将
整合京东全平台资源，打造超过 50个第一梯队的新
品牌。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 4月份，天猫宠物在天猫金
妆奖上也宣布，加大对宠物业务的投入力度。据了
解，天猫宠物在新财年规划中将宠物类目升级为一
级行业，并将在未来3年把宠物行业打造成第二个天
猫美妆；另外，对新锐品牌的孵化也将是天猫宠物的
重点目标。

可以看到，京东与天猫在进入“宠物”新赛道的
策略方面出现了共同点，除了提升宠物业务在内部
的重要性外，不约而同地表示出对新品牌扶持的态
度。谈及背后原因，易观电商行业高级分析师何懿
轩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电商平台在各类消费品
的线上化率逐渐饱和的情况下，需要寻找一些突破
口，进行集中化、规模化扶持，以在平台间的竞争中
占据优势。

看懂App财经评论员王赤坤告诉《证券日报》记
者，现阶段，随着反垄断常态化，头部企业利用垄断
优势打压竞争对手的策略必须改变。“头部企业有流
量、资金、资源等方面优势，可以将其流量、资金、资
源注入创新企业，帮助创新企业围绕产业转型提质
以及消费升级，在行业细分领域寻找结构性机会，加
大研发力度和创新投资，在细分领域开辟新的市场
增量，获取新的行业发展红利。”

超80家宠物企业
年内已获融资

《2021年中国宠物消费趋势白皮书》显示，去年
我国宠物行业市场规模接近 3000亿元，未来 3年行
业将继续保持平稳增长，复合增速预计可达 14.2%，
到2023年市场规模将达4456亿元。从数量上看，猫
狗宠物的总数量在2018年就已超过1亿只。

何懿轩表示，电商巨头的加入主要还是基于宠
物市场快速增长的发展态势，不论是年轻人还是中
老年人，养宠物的比例越来越高。

《证券日报》记者还发现，近年来宠物行业的融资
频率也在逐年上升。宠业家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国
内外宠物行业共发生63起融资事件，其中国内有39
起，融资总金额超过61亿元。天眼查数据显示，2021
年我国已有超80家宠物相关企业（公司名称或经营范
围含“宠物”）获得融资，融资金额达数十亿元。

越来越多的宠物企业会选择走向资本市场。今
年2月份，经营宠物用品和食品的天元宠物申请创业
板上市顺利过会。5月18日，“宠物卫生用品第一股”
依依股份登陆深交所主板，发行价44.6元/股，首日上
涨43.99%，随后5天连续涨停。截至5月25日收盘，
依 依 股 份 股 价 报 收 103.42 元/股 ，累 计 涨 幅 达
131.88%，市值达97.21亿元。

在A股市场上市多年的老牌宠物企业也表现不
凡，凸显宠物概念股的投资价值。据同花顺数据显
示，截至5月25日收盘，上市均已3年多的中宠股份、
佩蒂股份，股价分别报收 40.55元/股、35.68元/股，与
发行价相比涨幅分别达162.29%、59.71%。

综合电商VS垂直电商
除了竞争还有合作

与宠物垂直电商相比，天猫与京东切入宠物赛
道拥有天然流量优势。据波奇宠物招股书显示，在
宠物电商领域，以2019年GMV（网站成交金额）总和
计算，淘系平台以60%的市场占有率位居行业第一，
京东以 3.7%的市场占有率位居第二，第三名波奇宠
物的市场占有率为1.9%。

天猫和京东的高调介入，会否进一步挤压垂直
电商的生存空间？对此，同行的态度并不悲观。波
奇宠物相关负责人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我们和
京东、天猫一直是很好的合作伙伴，他们对宠物行业
的重视是我们愿意看到的。中国目前尚无较为严
格、全面的宠物商品监管标准出台，尤其是宠物食品
行业乱象依然存在，行业不规范对受众造成一定程
度的信任危机。越来越多的企业和平台参与进来，
对行业的长远发展是好事。”

谈及竞争问题，波奇宠物首席战略官房凯此前
曾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宠物市场很大，能够在这
个行业里生存下来并发展成一定规模的企业都很优
秀。优秀的企业之间并非只有竞争，也可以是合作
共赢模式。

“大部分人还是通过线下店以及淘宝天猫、京
东、拼多多等大平台购买宠物商品。电商入局，可以
对平台内的宠物商品及品牌进行更系统的梳理，为
消费者提供更完善、更便捷的购物体验，但不会对市
场格局造成太大影响。”何懿轩评价称。

京东与天猫抢跑宠物赛道
“萌宠经济”为啥这么香？

本报记者 赵学毅

“公司坚持实施积极的利润分
配政策，在兼顾可持续发展的前提
下，必须重视对投资者合理的投资
回报，利润分配应保持连续性和稳
定性。”泸州老窖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泸州老窖”）党委书记、董事
长刘淼近日表示。

据刘淼介绍，泸州老窖在《上市
公司章程》中明确规定，每年以现金
或股票方式分红比例不低于当年实
现可供分配利润的 50%，其中以现
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当年实现
可分配利润的30%。“在未作股票送
转的情况下，公司已连续 12年现金
分红比例达 100%。自 1994年上市
以 来 ，公 司 累 计 现 金 分 红 总 额

213.55亿元，分红率高达55.70%，在
沪深两市 4000 多家上市公司中名
列前茅，让全体股东充分分享了上
市公司的发展成就。”刘淼介绍称。

泸州老窖于1994年5月在深交
所挂牌上市，是四川省内第一家白
酒上市公司。公司秉持“天地同酿，
人间共生”的企业哲学，以实现企
业、社会和环境的共同发展为目标，
秉持“坚持高比例现金分红，维护股
东合法权益”的理念，实施积极的利
润分配政策，以丰厚的现金分红回
报投资者。

泸州老窖董事会在每次利润分
配政策的决策和论证过程中，尊重
独立董事的专业意见，积极与股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进行沟通、交流，充
分听取中小股东对利润分配的意见

和建议，及时答复投资者关心的问
题，最终形成合理的利润分配方
案。董事会在审议利润分配方案
时，对中小股东投票结果进行单独
计票，利润分配方案已连续多年经
与会中小股东高比例表决通过。

泸州老窖高度重视分红工作，
严格执行章程规定的现金分红政策
以及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的现金分红
具体方案。“近年来，由于公司始终
坚持实施高比例现金分红，所需资
金量较大，在具体实施分红方案前，
公司业务部门都会合理规划工作进
度，积极筹措资金，确保分红方案按
时实施，从未出现过延迟情形。”泸
州老窖方面表示。

据公司方面介绍，未来将继续
保持利润分配的稳定性和持续性，

丰富投资者参与分红决策的沟通渠
道，制定出更加科学合理的利润分
配方案，以更加优异的产品和持续
稳定的业绩增长回报消费者与广大
投资者，与投资者共享发展成就，为

促进资本市场健康稳定发展作出应
有的贡献。

（“上市公司分红榜”系列报道
由证券日报、中国上市公司协会联
合推出）

现金分红率达55.70%
泸州老窖回报股东落地有声

本报记者 桂小笋

*ST 斯太在 4 月 1 日发布关于
“收到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的公
告后，直到5月24日才发现，原披露
内容有误，被处罚的当事人竟然“漏
掉”一人。公告同时还对其他十项
内容进行了更正，大多为错别字、标
点等细节差错。

如此重要的公告，在发布近两
个月后才发现“漏人”现象，实在令
人费解。上海明伦律师事务所王智
斌律师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
时说，*ST斯太对证监会行政处罚对
象进行选择性披露，无论是过失行
为，还是有意为之，均再次涉嫌信息

披露违规。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公司的

2020 年年报和 2021 年一季报至今
仍未披露。在深交所互动易等平
台，有不少投资者询问公司财报披
露的进展，但至今无人回答。

股票停牌+年报难产

据*ST斯太在 4月 20日发布的
2020年度业绩快报，公司预计报告
期 内 实 现 营 业 收 入 同 比 增 长
690.08% ；营 业 利 润 同 比 增 长
163.6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 润 约 为 5569 万 元 ，同 比 增 长
130.65%，实现扭亏。

对于报告期内业绩增长的原
因，公司给出的理由是：公司 12月
份实现产品销售收入 7735万元，销
售收入增加导致公司营业利润、利
润总额、净利润相应增加；公司及全
资子公司斯太尔动力（江苏）投资有
限公司按时偿付债权本金 5830 万
元，实现享受由此产生的债务豁免
优惠，合计金额约 9990.44万元，已
计入本期投资收益。

但因公司未能在法定期限内披
露暂停上市后的首个年度报告，*ST
斯太的股票自 2020年 7月 6日起暂
停上市。今年3月31日，*ST斯太收
到中国证监会下发的《行政处罚决定
书》，根据处罚决定书认定的事实，由

于公司任意连续四个会计年度利润
为负值，触及终止上市标准，触及重
大违法强制退市情形，公司股票可能
被实施重大违法强制退市。

今年 5月 6日，*ST斯太收到深
交所发出的《事先告知书》，根据告
知书内容，深交所上市委员会将对
公司股票终止上市事项进行审议，
做出独立判断并形成审核意见；深
交所将根据审核意见，做出公司股
票是否终止上市的决定。

投资者维权仍在继续

援引公开信息可知，由于*ST斯
太此前的“劣迹”，有投资者欲通过

证券虚假陈述诉讼维权。随着公司
可能被终止上市等信息的披露，投
资者的担忧情绪有所增加。

“不少投资者担心，公司退市
后，即便赢了官司也拿不到赔偿
款。实际上，公司退市不等于公司
破产，退市并不会对投资者维权诉
讼产生直接影响。”王智斌对《证券
日报》记者介绍。

王智斌同时提醒投资者称，“结
合*ST斯太当前的经营情况，退市意
味着公司经营状况堪忧，退市本身会
加剧公司再融资的难度，退市后公司
的偿付能力也会受到重大影响。从
这个角度而言，公司一旦退市，将会
对投资者维权诉讼产生间接影响。”

披露证监会处罚公告竟然“漏人”事发近两月*ST斯太才发现
律师认为，此举再次涉嫌信披违规

本报记者 谢 岚

随着 5G、物联网、人工智能等
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人们关于
智慧城市生活场景的种种想象日渐
照进现实，无论是谷歌、亚马逊，还
是腾讯、阿里和华为，越来越多的巨
头都在各自核心赛道发力，渴望成
为未来城市的定义者。

“这是中国科技创新的大时
代。”5月 19日，世界智能大会召开
前，特斯联创始人兼CEO艾渝在接
受《证券日报》记者专访时感叹，受
益于丰富的场景、庞大的人才队伍，
以及国家层面对科技创新的大力引
导和投入，包括特斯联在内的诸多
中国科创企业，得以和世界科技巨
头们站在智能经济发展的同一起跑
线上，甚至在部分领域实现领跑。

从重庆的 AI PARK 到迪拜的
世博会，再到此次在天津举办的世
界智能大会，特斯联这家AIoT(人工
智能互联网)头部企业正在通过一
系列围绕智能城市打造的操作系统
TACOS（Terminus AI CITY Operat⁃
ing System）、硬件及生态的搭建，试
图向全世界提供一个关于“未来之
城”的标杆性答案——人工智能城
市AI CITY。

AI CITY 可以看作城市版的
“苹果手机”，是以智能城市操作系
统（TACOS）为核心，将城市硬件、应
用软件和生态系统架设其上的全新
物种。在艾渝的设想里，这将是一
座具有自我感知、自主决策的智能
化城市。“我们一定是最早一批建设
和运营的人。”

艾渝对《证券日报》记者透露，公
司下一步目标是择机登陆资本市场。

聚焦智慧城市
要做新基建“领头羊”

在职业生涯的前半场，艾渝从
华尔街投行到光大控股，算是一位
颇为成功的投资人，在其投资成绩
单上有美团点评、商汤科技、京东物
流、蔚来汽车、小鹏汽车、爱奇艺、元
气森林等一连串明星企业。

“投资是在高空中飞行，可以让
你看得更远、看得更广。”为何选择
跳出舒适区、从投资圈变道投身实
业领域，直接掌舵一家企业并带领
其全面转向 AIoT 赛道？艾渝回应
称：“我觉得这个产业代表了中国的
未来，也代表了世界的未来。”

特斯联在 2015年创立时，艾渝
主导了光大控股新经济基金对特斯
联的投资；2017年，艾渝出任特斯联

CEO。2018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
作会议中，新基建被提升至国家战
略高度层面，作为新基建的集大成
者，智慧城市的建设也迎风而起。
据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全球近千个
提出智慧化发展的城市中，有近500
个是中国城市。2019年，中国城市
智慧化建设的资金规模超过 9000
亿元，未来几年将保持较快速度增
长，预计到 2023年市场规模将超过
1.3万亿元。

“这个市场特别巨大，整体可达
万亿元级别，但里面会有很多细分内
容”。艾渝毫不掩饰自己的兴奋。

然而，该领域现已成为群雄逐
鹿的新战场，包括阿里、腾讯、华为
等在内的科技巨头纷至沓来。与其
他玩家聚焦细分赛道卖硬件设施、
卖软件或卖垂直解决方案不同的
是，特斯联选择的路径是做城市整
体，即AI CITY。

艾渝将特斯联定义为全新一代
“城市数智化合伙人”。艾渝表示，
特斯联将以AI CITY为载体，向外
输出各方面能力。首先，提供一个
基于未来科技水平的数字化、智能
化新型基础设施；其次，针对未来潜
在的人机交互需求，提供新型的入
口级机器人产品；最后，在智能化场
景应用的积累上，提供碳中和能源
解决方案。

“这是特斯联目前三大核心主

营方向。我们要服务的客户就是所
有的科技公司、科创公司以及科研
人员，AI CITY 就是为他们赋能和
服务，提供一套高科技的公共基础
设施与服务。”他打比方称，“特斯联
就像是苹果公司，既做智能硬件，也
做平台软件，还做生态。通过生态，
为所有开发者以及垂直应用企业提
供平台。我们做的AI CITY就像一
部苹果手机，把所有生态结合到一
起，做出一款多功能产品。”

凭借三大核心优势
构建行业“护城河”

想做新基建领域的“苹果”，特
斯联的底气从何而来？艾渝对《证
券日报》记者介绍称，特斯联具有三
大核心优势。

首先，公司具有技术优势。公
司对科研创新一直不计成本地投
入，已具备基于 AIoT 城市操作系
统、平台软件、边缘计算、硬件等数
字化基础设施的搭建和运营能力。
艾渝透露，“我们现在有 1000多项
专利，其中包括 600多项发明专利，
很多都是国际专利。”

其次，背靠光大集团，公司具
有金融资本优势。艾渝介绍称，

“特斯联作为光大集团旗下新科技
板块的核心企业和光大控股长期
扶持的AIoT平台，汇聚金融资本和

产业资本，可为特斯联的产业布局
赋能。”

三是特斯联在 AIoT 领域持续
深耕，积累了丰富的客户资源，并通
过已落地的近 9000 个智慧场景解
决方案，积累了丰富的场景经验。
特别是在国际版图布局上，特斯联
不仅拥有更为广阔的城市场景，成
为迪拜世博会官方首席合作伙伴，
还不断吸引具有国际视野的投资人
及合作伙伴加入到特斯联的城市智
能化建设版图。2020年 9月份，国
际知名投资机构 Investcorp宣布，正
式完成对特斯联的投资。今年 4月
份，阿布扎比主权基金穆巴达拉旗
下的科技平台 Injazat宣布与特斯联
达成战略合作协议，承诺未来 4年
为特斯联引入至少数亿美元的产业
智能化项目及合作机会，共同开拓
中东城市智能化领域。

“真正的护城河不是信息不对
称，而是你告诉了人家，人家也学不
来。”在艾渝看来，把上述三大优势
结合起来并发挥好，特斯联将构建
一道竞争对手难以突破的护城河。

特斯联的商业模式是什么？对
此，艾渝在专访中也进行了详细解
码。艾渝表示，AI CITY 总体上是
TO B、TO C、TO G复合的模式。在
AI CITY中，首先是用技术为C端消
费者提供服务，比如机器人点餐、物
流配送等；其次是为入驻企业提供
服务，包括提供数据的能力，帮其连
接政府获得项目订单等；第三是为
地方政府提供服务，助其引进科技
创新产业，加快新旧动能转换。AI
CITY 不仅要为地方政府完成数字
化、智能化的基础设施建设，还提供
长期的数字化产业运营服务，如招
商、场景落地、科技成果转化等。

特斯联的收入主要来自三方
面：一是在AI CITY建设过程中，销
售硬件、软件和平台解决方案，并在
后续运营中提供平台服务取得的收
入；二是为地方政府提供产业落地
服 务 获 得 的 收 入 ；三 是 入 驻 AI
CITY 的企业和个人购买服务带来
的收入，与苹果公司对APP STORE
里的应用开发商收取一定比例的提
成类似。

“目前特斯联每年能够获得几
十亿元订单收入，并保持100%以上
增速。从收入结构看，来自地方政府
的收入占比30%左右，来自B端的收
入约占70%。”艾渝向记者透露。

据德勤此前发布的“2020年中
国高科技高成长 50强”榜单显示，
特 斯 联 过 去 3 年 收 入 增 速 高 达
17915%，凭借技术、商业模式、发展

空间上的领先优势高踞榜首。

上市条件已达到
就差一个合适时机

据了解，2020年以来，特斯联的
AI CITY项目已在重庆、武汉、德阳
等多个城市陆续动工建设。今年5
月份，位于重庆凤鸣湖畔的AI CITY
项目首期AI PARK率先揭开真容。
同时，特斯联跻身迪拜世博会的官
方首席合作伙伴，除了为世博会提
供超过150台智能机器人外，还将协
助迪拜打造中东首座AI CITY。

AI CITY在海内外加速布局落
地的背后，光大控股智能新经济系
列基金（以下简称“光智基金”）也在
资本端发挥了不可小觑的作用。光
智基金由光大控股联合特斯联于
2020年 7月共同发起设立，基金目
标规模 100亿元，分别以人民币、美
元双币基金形式设立。该基金被视
作光大控股新经济系列基金的 2.0
版本，此前在艾渝的操盘下，光大控
股新经济团队已完成 70多个项目
的投资，捕获了包括美团点评、商汤
科技、京东物流、蔚来汽车在内的近
20家国内独角兽企业。光智基金旨
在进一步聚焦新基建和智能新经济
赛道，尤其是围绕AI CITY的产业
链上下游进行投资，为AI CITY的
部署提供资本端助力。

“把金融资本用好很重要。通
过光智基金，我们希望能够在这个
行业里看到最领先的技术、最领先
的公司，寻找到最优秀的团队。与
他们交流，可以拓宽我们的视野和
投资领域。”艾渝同时表示，“像苹果
公司一样，特斯联要做生态，资本就
是纽带，能让我们跟最顶级的企业
建立起联系。现在很多企业特别喜
欢被我们投资，因为我们在投资的
时候，还能为这些企业赋能，带来客
户资源、金融资源和技术资源。”

特斯联也成为资本眼中的香饽
饽。目前公司已完成多轮融资，投资方
包括光大控股、IDG资本、中信系产业资
本、京东、商汤科技、科大讯飞、Investcorp
等国内外顶级投资机构和头部企业。

“既有产业投资人，也有财务投
资人，还有技术投资人，我们的股东
已经形成比较完整、丰富的生态
圈。”艾渝透露，“近期还会有一些新
的大型机构投资人加入，对公司的
战略发展将有协同和帮助作用。”

谈及是否已有上市计划，艾渝
笑着表示：“我们时刻都在准备着，
条件早就达到了，就差一个合适的
时间点。”

坐拥三大核心优势 特斯联要做新基建领域的“苹果”
——专访特斯联CEO艾渝

上市公司分红榜

特斯联CEO艾渝接受《证券日报》记者专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