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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龚梦泽

作为曾经国内汽车经销商行业
的龙头老大、“4S店之王”，庞大集团
在去年宣布破产重整成功后，“自救”
之路走的并不顺利。12月25日，庞大
集团以 1.86亿元再次出售两家子公
司全部股权，这已是公司今年第四次
处置旗下资产。

然而，公司年内批量出售资产、
欲借此完成业绩承诺的行为引起监
管部门关注。12月27日，上交所向庞
大集团发出问询函，要求其说明出售
子公司获取大额利润实现业绩承诺，
是否真正有利于恢复上市公司的持
续盈利能力。

庞大集团方面表示，对于未来的
资产处置情况现在并不能确定。公
司 2021年第三季度扣非净利润依然
为负，新股东仍需继续从经营层面改
善公司的盈利情况。

年内四度出售资产
是否有助于持续盈利？

庞大集团方面表示：“此次处置
的主要是经营业绩较差和闲置的资
产，资产长期闲置会对公司经营有一
定的负面影响，所以公司在对接一些
买方，优化资产结构。”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资产出售极
为迅速。12月1日，庞大集团公告称，
拟出售旗下巴博斯（中国）汽车销售
有限责任公司和保定冀东兴重型汽
车销售有限公司股权。12月25日，公
司便与中辰实业签订股权转让协议，
两家标的公司的评估净资产价值合
计 1.84亿元，出售价格为 1.86亿元，
略高于评估值。庞大集团方面预计，
此次资产出售可实现税前利润约为
6.88亿元。

2019年末，庞大集团重整计划正
式实施。深商集团、国民运力及元维
资产联合体对庞大集团进行重整时
承诺，从 2020年到 2022年的三年，庞
大集团净利润达到35亿元；若到期未
实现，将由重整投资人以现金方式补
足。

为此，自 2020年底开始，庞大集
团先以 6400万元出售子公司内蒙古
鹏顺汽车名下土地及地上建筑物。
数日后，公司又将滨州、淄博、秦皇
岛、青岛、哈尔滨等地的5家汽车销售
子公司的全部股权打包，以 5.71亿元
的价格出售给天津中原星投资有限
公司。新股东接手当年，便靠资产处
置实现盈利5.8亿元。

2021年，庞大集团的资产处置节

奏不断加快。3月份，公司以 6719万
元处置洛阳子公司的一块土地；4月
份公告称，拟以 6.55亿元出售中冀乐
业（北京）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6月
份公告称，公司拟以 2.7亿元的价格
出售子公司自贡汽车销售有限公司
的全部股权。

根据庞大集团的重整计划，公司
承诺，2021年上市公司归母净利润不
低于 11亿元。若加上此次资产处置
计划，庞大集团2021年处置的资产收
入预计就将达到 11.78亿元。业内普
遍质疑，相对于主营业务的提升、成
本费用的减少，变卖资产才是庞大集
团净利润骤增的最主要原因。尽管
可以帮助庞大集团暂时实现利润对
赌承诺，但这应该不是庞大集团回归
主业的本意。

重资产模式积重难返
融资扩张无度加大风险

作为国内汽车经销商行业曾经
的龙头，庞大集团如今的困境也是其
所处行业的真实写照。中国汽车流
通协会发布的《2021年上半年全国汽
车经销商生存状况调查报告》显示，
今年上半年完成全年销量目标一半
以上的经销商占比仅为33.7%。

另据《2021 汽车流通行业蓝皮
书》显示，2020年，全国授权的汽车经
销商数量首次出现负增长，每天有约
11家 4S店关停退网。目前汽车经销
商已形成集团化运作模式，行业马太
效应更加明显。

车音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CEO 苏
雨农表示，庞大集团出现资金流断链
问题，与自身的经营管理不善有很大
关系。

一位接近庞大集团的投资人士
对记者表示，公司前几年大规模建造
汽车园区的运作模式，在各省至少建
造几百亩汽车园区，买地、运营的花
费成本都是巨大的。靠这种模式急
速扩张，一旦遇到资金紧张的情况，
就会出现资不抵债的问题。”

“汽车经销商的特点就是重资
产、低毛利、高库存。”中国汽车工业
咨询发展公司首席分析师贾新光在
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庞
大集团是做物资起家的，背景单一，
靠融资实现迅速扩张的风险巨大。

汽车行业知名评论员钟师也表
示，庞大集团虽然体量大，但商业模
式陈旧。国内汽车市场环境早已发
生变化，但庞大集团没有根据环境变
化进行及时调整，这是出现问题的根
本原因。”

年内四次处置资产兑现业绩承诺
“4S店之王”遭交易所问询

本报记者 张 敏

资本市场不缺故事，也不缺妖
股。12月28日，A股上市公司雅本化
学再收涨停，报收于19.16元/股，涨幅
为19.97%。同花顺数据显示，自11月
1日以来，截至 12月 28日，雅本化学
累计涨幅约为273%。

针对交易所的问询，雅本化学在
12月28日晚间回复称，公司经营情况
未发生重大变化。2021年11月1日至
2021年12月27日，公司股价累计涨幅
约211.31%，显著高于公司基本面变化
程度，与公司目前基本面不匹配。

随后，雅本化学又发布公告称，公
司股价自2021年12月20日至28日连
续7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
计达到 105.66%。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创业板交易特别规定》相关规定，
前述情形属于股票交易严重异常波动
的情形。公司将就股票交易严重异常
波动情况进行核查。

雅本化学股价大涨，与其搭上工业
大麻、新冠特效药原料药等概念密切相
关。公开资料显示，雅本化学主要从事
医药中间体、农药中间体的研发、生产
和销售。12月22日，雅本化学介绍，公
司马耳他子公司 A2WPharmaLtd. 的
CBD（大麻二酚）产品生产车间主体结
构已基本建成，尚未正式投产。

资料显示，大麻二酚（CBD）是大
麻的主要非精神科成分，具有多种药
理作用，包括抗焦虑、抗精神病、止吐
和抗炎特性。据国元证券介绍，海外
成熟市场已将以 CBD为主的大麻素
添加进更多应用场景中。

在12月28日回复交易所问询时，
雅本化学进一步介绍称，公司马耳他
子公司 A2WPharmaLtd. 的 CBD（大麻
二酚）产品生产车间目前正在进行设
备安装及申请GMP认证，本年度未生
产和销售任何 CBD医用产品。受欧
洲疫情影响，公司预计A2W的CBD医
用产品将延期至 2023年一季度实现

正式投产，2021年度和2022年度将不
会为公司带来任何销售收入和利润贡
献。另外，A2W的GMP认证过程具有
不确定性，可能影响CBD医用产品的
投产进度。

此外，新冠治疗药物的原料药也
成为雅本化学股价暴涨的导火索之
一。12月22日，辉瑞治疗新冠的口服
药物 Paxlovid获美国 FDA批准，其后
以色列、韩国相继批准紧急使用辉瑞
的新冠口服药物 Paxlovid。该消息引
发了市场对相关概念股的炒作。

《证券日报》记者在雅本化学的投
资者互动平台看到，公司拥有可作为
辉瑞新冠特效药的原料卡龙酸酐一事
备受投资者关注。12月28日晚，针对
此事，雅本化学在回复交易所问询时
表示，根据公司自查以及向高级管理
人员、市场部人员确认，截至本关注函
回复日，公司未与辉瑞公司签署任何
合作协议，与其不存在任何合作关系，
未向辉瑞公司供应卡龙酸酐及其衍生
产品。公司的卡龙酸酐及其衍生产品
的客户主要为国内客户及印度客户，
无法确定公司的卡龙酸酐及其衍生产
品是否间接供给辉瑞公司。

公司同时表示，截至关注函回复
日，公司的卡龙酸酐及其衍生产品的
销售收入 2700.73万元，占 2021年度
营业总收入的比例约为 1%至 2%，占
比较小，预计不会对2021年度及2022
年度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雅本化学股价持续上涨，谁是背后
真正的推手？据深交所披露，雅本化学
在 12月 20日至 12月 28日累计上涨
159.62％，在此期间，获自然人累计买入
78.97亿元，占比77.14％。其中，中小投
资者累计买入37.71亿元，占比36.84％；
机构累计买入23.40亿元，占比22.86％。

香颂资本执行董事沈萌向《证券
日报》记者表示，雅本化学并非新股，
一周内股价翻倍上涨，且与业绩表现
不符，大概率是二级市场借概念人为
炒作所致。

搭上工业大麻和新冠神药概念
雅本化学两个月股价大涨273%

本报记者 王 鹤
见习记者 刘 钊 冯雨瑶

2021年，轮胎企业在夹道中披荆斩
棘，直面挑战。一方面，上游主要原材
料价格持续上涨，加之海运价格疯涨，
原料及出口成本剧增；另一方面，受“缺
芯”等因素影响，下游终端配套市场萎
靡，需求冷淡，轮胎企业受“上下夹击”，
盈利空间遭双重挤压。

在逆境中负重前行的轮胎企业，也
在积极寻求新的突破，“提价”成为今年
该行业最醒目的“标签”。在成本压力
下，轮胎企业先后掀起一轮又一轮的

“提价潮”。与此同时，在国内市场同质
化竞争严重的背景下，不少轮胎企业追
逐高质量发展，加大了产品升级及转型
力度，并加快“走出去”的步伐，纷纷在
国外建厂扩产。

虽然2021年轮胎行业的发展道路
充满坎坷，但随着“双碳”目标的确定，
新能源浪潮开始席卷汽车行业，轮胎行
业有望抓住这一“机遇窗口”，一举摆脱
经营上的困境。

行业饱受“上下夹击”

2021年，受上游原材料成本不断走
高、下游汽车配套市场不温不火的影
响，轮胎企业的经营非常艰难。

自2020年三季度开始，轮胎生产所
需的主要原材料价格就已开始走高，一
直延续至2021年全年。生意社数据显
示，天然橡胶现货价格2021年2月底最
高涨至15575元/吨，月涨幅达11.45%，
同比涨幅达49.76%。截至12月28日，
最新价格为13720元/吨。

与此同时，炭黑、帘子布等原料价
格今年也呈现翻倍涨价态势。原料价
格疯狂上涨，令轮胎企业的采购成本直
接飙升。有轮胎企业表示，今年第三季
度天然橡胶、合成胶、炭黑、钢丝帘线、
帘子布等5项主要原材料综合采购成本
比去年同期增长超20%。

除原料上涨外，疫情影响以及苏伊
士运河堵塞还令海运价格暴涨，令轮胎
产品出口难上加难。据悉，2021年海运
价格一度高出往常的5倍以上，甚至有
热门航线的海运价格涨幅接近10倍。

“今年轮胎行业的经营面临两大压
力：一是原材料涨价；二是海运价格上
涨。”西部证券化工行业首席分析师杨
晖告诉《证券日报》记者，“尤其是海运
费用的上涨，极大削弱了国产轮胎在海
外的价格竞争力。”

“海关数据显示，轮胎出口需求仍
保持活跃，今年前11个月我国轮胎累计
出口量同比增长14.70%。不过，国内
市场需求疲弱，今年‘国三’淘汰的政策
边际效应弱化，尤其是下半年以来，重
卡产销量被‘腰斩’，国内配套及替换市
场需求大幅下滑。”隆众资讯轮胎行业
分析师朱志炜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
采访时表示，上游原料价格上涨后，轮
胎下游市场也遇冷了。

轮胎企业多轮“提价”

2021年，“涨价”成为多个行业的主
题词，轮胎行业也不例外。在原材料及
海运价格上涨的倒逼下，今年下半年，轮

胎企业集中掀起一轮又一轮的提价潮。
国内轮胎企业年内第一轮提价始

于8月份，10月份至11月份发动第二轮
提价，12月份掀起第三轮提价。每轮
的提价幅度不等，最高的提价幅度达
到7%。轮胎行业今年的提价次数之
多、幅度之大，让从业者都感叹“实在
少有”。

虽然全行业“涨声一片”，但轮胎企
业此番提价的传导过程并不顺畅。在
下游配套市场，今年汽车销量萎靡不
振，让提价后的轮胎“有价无市”；在轮
胎替换市场，“几乎3年一换”的替换需
求，更是让消费者对轮胎涨价并不敏
感，不管价格涨没涨，消费者“该换还得
换、该买还得买。”

在记者走访调查中，轮胎替换市场
的多家终端销售门店对轮胎涨价持“佛
系”态度。多家轮胎销售门店的工作人
员透露，“由于上游厂商涨价，进价也会
跟涨，但终端卖价上涨的概率不大。如
果我们也提价了，客户可能会接受不
了。”也有员工无奈地表示，“不怕上游
涨价，更怕隔壁家降价。”

“产品提价有一个传导过程，但今
年轮胎提价的传导过程并不顺畅。可
以看到，很多轮胎生产企业的毛利率都
有明显下滑。”杨晖表示，“轮胎涨价，可
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原料成本上涨的压
力，但今年国内轮胎市场需求明显偏
弱，轮胎价格上调传导不畅，在激烈竞
争的环境下，渠道之间涨价阻力重重，
涨价很难对冲掉成本上涨的压力。”

同花顺iFind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
度，轮胎上市公司的经营业绩集体亮起

“红灯”，利润下滑成为普遍现象。按申
万行业分类，在18家A股上市的轮胎生
产企业中，有13家前三季度净利润负增
长，更有一些轮胎企业陷入亏损窘境。

“出海”扩产成新浪潮

2021年，轮胎企业扩产、建厂的步
伐并没有停下。已公布的轮胎企业在
建项目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国内一线轮
胎品牌都在加快扩产步伐。其中，玲珑

轮胎国内建设项目多达5项；浦林成山、
米其林等企业也有新增或在建项目。
另据不完全数据统计，今年国内涉及新
增子午线轮胎项目半钢胎产能约为
6800万条，全钢胎产能约为1900万套。

中国目前已是全球最大的轮胎生
产国和重要的轮胎出口国，在经济全球
化背景下，国内轮胎企业走向海外扩产
的步伐从未停止。

“国内轮胎企业在海外扩产已成为
趋势。”杨晖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此前在泰国、越南等国的投产比较成
功，如今在塞尔维亚、西班牙等地的建
厂投产也有了进展。”

据不完全数据统计，截至目前，国
内共有13家轮胎生产企业在海外设立
了16处生产基地。其中，森麒麟日前发
布公告称，拟自筹资金52259万欧元在
西班牙投资建设年产1200万条高性能
轿车、轻卡子午线轮胎项目。

此外，赛轮轮胎作为首家在海外建
厂的中国轮胎企业，在越南投资建厂后，
今年又开始拓展第二个海外基地，柬埔
寨工厂项目已快速落地并建成投产。

锚定新能源赛道求新求变

2021年的轮胎产业，虽然道路坎
坷，但也迎来新的发展机遇。新能源赛
道如火如荼，轮胎作为新能源汽车的重
要零部件，有望在汽车行业转型过程中
抓住商机。

中汽协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
11个月，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再创新高，
分别完成302.3万辆和299万辆，同比均
增长1.7倍；市场渗透率达12.7%，高于
前10个月。新能源汽车的海外需求依
旧旺盛，今年前11个月，我国新能源汽
车 累 计 出 口 29.1 万 辆 ，同 比 增 长
436.5%。

朱志炜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新能源汽车今年的产销量增长强劲，
适用于新能源汽车的具有高抓地力、抗
湿滑、节能降耗等性能的轮胎需求大
增，相关企业应不断加大对这类轮胎的
研发力度。”

在互动易平台，投资者对轮胎企业
在新能源领域的涉猎也颇为关注，投资
者纷纷向相关上市公司问及“公司产品
在新能源车上有何应用？”

青岛双星回应称：“目前公司与国
内主要新能源汽车厂商建立了合作关
系，正在逐步实现对主要新能源汽车品
牌的轮胎配套。”

森麒麟在回复投资者称，公司自
主研发的石墨烯轮胎重点实现以下
两方面创新：一是对轮胎整体性能的
提升，在保证轮胎高抗湿滑、高耐磨
的基础上，还可兼顾低滚阻性能，打
破 性 能 不 可 兼 顾 的“ 魔 鬼 三 角 定
律”。搭载此技术形成了森麒麟独有
的超低滚动阻力产品体系，超低滚阻
技术可以使新能源汽车续航里程增
加约6%，是真正意义上更低油耗、更
低排放、更低噪音、更轻重量、更低滚
阻的“绿色轮胎”。

贵州轮胎回应称：“新能源车对轮
胎的耐磨性、节能性提出了更高要求。
公司新研发的‘三超’轮胎符合新能源
车的这一发展趋势，能够满足新能源车
的使用需求。”

由于新能源汽车轮胎在安全性、续
航性、智能化、节能环保等方面提出了
更高要求，在不少业内人士看来，轮胎
企业需要持续加大研发投入，不断开发
差异化的新能源汽车配套产品，在新能
源汽车赛道实现弯道超车。

“轮胎行业未来的发展方向主要有
两个：一是产品力的提升；二是品牌力
的提升。”杨晖向记者表示，“产品力的
提升与智能化有很大关系，可通过智能
制造将产品力提上去，从而切入更高级
的轮胎领域，这是未来发展的一个主要
方向。”

“品牌力的提升有两个路径：一是
‘to B’端，轮胎企业如何将产品切入高
端车的配套里得到车企认可，是品牌力
提升的关键；二是‘to C’端，轮胎企业
如何通过渠道搭桥，在消费者心中树立
起轮胎国产品牌的概念，树立起一个世
界级轮胎企业形象，这也很关键。”杨晖
表示。

2021年饱受“上下夹击”的轮胎行业：
“提价、扩产、求变”成三大关键词

本报记者 许 洁 见习记者 王 君

12月 27日，快手与美团达成互联
互通战略合作，以帮助本地生活服务商
家链接更多消费需求。由此，消费者在
快手平台上刷视频看美食的同时，还可
以直接在快手平台打开美团小程序进
行订餐，体验一站式服务。

此次快手与美团合作之后，快手用
户可通过美团小程序点餐，消费者也可
在快手上购买美团商家的代金券……
短视频平台携手本地生活服务商之后，
中小商户通过互联网平台为群众纾困
解难的步伐也将加快。

据悉，美团经过多年发展，已面向
本地生活商家形成包含金融、营销、配
送、供应链、经营、IT在内的一站式、一
体化全场景服务。美团与快手的合作，
有助于线下本地生活服务商家链接“内
容种草”等多元场景，加快线上线下的
融合发展，扩大优质服务的覆盖面。

从“起心动念”到“即见即得”

据介绍，合作双方将基于快手开放
平台，通过服务零售供应链与UGC内容
的优势互补，打通内容场景营销、在线交
易及线下履约服务，为用户搭建“一站式”
完整消费链路，让消费者由内容端的“起
心动念”，提升为“即见即得”的高品质服

务，内容平台的创作者也将因此受益。
目前，美团小程序已率先完成餐饮

品类的试点上线，未来还将陆续上线酒
店、民宿、景区、休闲玩乐、美容美发、剧
本杀等多个生活服务品类。

“消费通常分为目的性消费和随机
性消费。快手作为定向将视频/直播推
送给感兴趣的人的短视频内容平台，在
一定程度上覆盖了临时性、随机性消费
需求。”百联咨询创始人庄帅对《证券日
报》记者表示，美团与快手合作后，不仅
可以覆盖更多人群，还可以增强合作双
方的用户黏性。

海豚智库创始人李成东对《证券日
报》记者表示，快手是内容平台，在餐饮
领域做的还不够；电商是变现场景，美团
在餐饮领域比较有优势。“二者合作后，
快手的业务板块增加了变现途径，面临
升值；美团则增加了一个流量入口。”

作为一家先发优势明显的本地生
活服务商，美团这座“冰山”的表面，外
界可以看得见的是商品、海量信息以及
真实评价和星级，但隐藏在“冰山”之下
的储备系统能力才是保障服务品质的
核心。快手与美团的合作，有助于实现
平台、用户、达人、商家等多方的共赢和
商业生态的正循环。

据悉，快手与美团的合作将在2022
年元旦、春节等消费旺季进入落地试运行
阶段。以“超值美食团，老铁享福利”为主

题的新年特惠活动已在快手的美团小程
序中试点上线，快手达人可通过视频推荐
品牌商提供的特惠团购套餐，其中，火锅
套餐4折起，奶茶小吃1元起……

“种草”成市场增量机会点

通过“起心动念-考虑-评估选择-
交易购买-履约服务-分享推荐”这一链
条的传导，“种草”正在成为市场新的增
量机会点。

据统计，2021年美团平台兴起了超
百种“生活新样态”服务品类，包括无人
餐厅、360沉浸剧本杀、插画手作馆、2小
时核酸快检、宠物私教减肥班、植发养
发、共享录音棚等。

据了解，本地生活线上化的市场规
模已达万亿元级。现阶段，虽然来自短视
频和直播的市场份额较少，但未来的增长
潜力较大。快手发布的数据显示，每天有
超过1.4亿用户浏览经营者主页。以快手
为代表的短视频直播平台现已成为主流
的内容消费平台，有望为本地生活服务行
业带来新的需求场景和增长空间。

“快手的数字市井生态中拥有丰富
的人、内容与场景，信任机制完备，更有
着充沛的流量价值。美团在本地生活
领域深耕多年，在链接广大商家的同
时，也在供给、履约、服务等系统能力建
设方面拥有深厚的沉淀。”快手高级副

总裁王剑伟表示，双方的合作无疑会产
生 1+1>2的协同效应，在为内容创作者
提供更丰富的海量商品库的同时，也进
一步帮助经营者实现多元增收。

美团高级副总裁张川表示，美团始
终秉持开放的精神，致力于通过与众多合
作伙伴的互联互通，共同帮大家吃得更
好、生活得更好。快手是深受数亿用户喜
爱的短视频平台，为本地生活商家创造了
非常丰富且有价值的“种草”场景。美团
希望发挥自身建设多年的履约及服务保
障能力，和快手一起，为短视频用户提供
更优质的本地生活服务商品和消费体验。

据悉，湊湊、紫光园、书亦烧仙草、
85度C、CoCo都可等多个全国热门连锁
餐饮品牌成为首批入驻快手美团小程
序的商家。

“湊湊不怕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谈
及快手与美团的合作，湊湊COO赵木铨
表示，“为满足消费者获取多元信息的需
求，湊湊一直在尝试各种新兴营销方式。
快手是能够通过内容激发更多消费需求、
帮助品牌获得更多新客的平台；美团拥有
完善的交易履约能力和健全的评价体系，
是做好线上门店长期经营的平台。”

赵木铨表示，美团与快手的合作开
放，能帮我们迅速提升在短视频场景的
服务保障能力，让消费体验更顺畅，也
有利于我们将短视频激发的增量需求
沉淀成自己的品牌和会员资产。

快手与美团战略合作“种草”用户App直达美团小程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