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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 婷

1月27日晚间，宁德时代发布2021年业绩预增公
告称，公司预计实现净利润为140亿元至165亿元，净
利润同比增长150.75%至195.52%。这意味着公司
2021年净利润预增上限近两倍。

宁德时代表示，业绩增长原因主要系2021年新
能源汽车及储能市场渗透率提升，带动电池销售增
长；公司市场开拓取得进展，新建产能释放，产销
量相应提升；公司加强费用管控，费用占收入的比
例降低。

业内人士认为，宁德时代净利润增幅超过市场
预期，与已发布业绩的同行（如亿纬锂能同比预增
65%至85%）相比表现较为突出。

中钢经济研究院首席研究员胡麒牧对《证券日
报》记者表示，双碳背景下新能源汽车将迎来持
续爆发，而宁德时代作为有核心技术优势的企
业，本身就是赛道龙头，在行业面临扩张的背景
下，龙头企业受益最大，因此长期增长性上依然
有广阔空间。

根据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数据，
2021年全年，宁德时代装车量为80.51GWh，占比达
52.1%。宁德时代已经连续多年位居动力电池装机
量第一。

另据数据显示，宁德时代2021年前三季度的净
利润为77.5亿元，从单季度业绩看，这意味着宁德时
代第四季度单季实现净利润62.49亿元至87.49亿元，
环比增长91%至167%。

宁德时代相关人士向《证券日报》记者透露，由
于需求端旺盛，春节期间公司将正常开工生产。

回顾2021年，宁德时代持续加码扩产成为关键
词。随着竞争加剧，宁德时代在去年宣布通过定增
450亿元加码动力电池及储能；而在2021年底又再砸
240亿元扩产建设宜宾基地。

东吴证券分析认为，宁德时代2021年前三季度
有 效 产 能 106GWh，预 计 2021 年 年 底 产 能 将 达
220- 240GWh。 公 司 扩 产 激 进 ，此 前 定 增 扩 产
135GWh，贵州基地、厦门基地等陆续开工，预计公
司2022年年底产能将超400GWh，全年有效出货能
力超过300GWh。

在急速扩产同时，宁德时代持续加深和车企
合作。

公开信息显示，2021年，公司已获得特斯拉
45GWh磷酸铁锂电池订单；并与吉利签订5年协议，
即与吉利子公司浙江远景签定供货协议，将在2022
年至2026年供应合计不低于57GWh动力电池。

宁德时代预计
实现净利140亿元至165亿元

本报记者李乔宇 见习记者 贺王娟

1月27日晚间，中国电信披露关于稳定股价措施
的公告。公告显示，控股股东中国电信集团计划自
2022年1月28日起12个月内斥资不少于5亿元择机增
持公司A股股份。

此前的1月19日晚间，中国电信公告称，自2021
年12月22日至2022年1月19日，公司股票的收盘价已
连续20个交易日低于经调整的每股净资产值，触发
稳定股价预案。

公告显示，中国电信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
资产为4.491元，公司于2021年6月1日派发2020年度
现金股利，每股0.104269元，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
票的最终发行股数为105.75亿股，募集资金净额约为
475.16亿元。

据同花顺数据显示，自2021年12月22日至2022
年1月19日20个交易日期间，中国电信的最高价为
4.44元/股，最低价为4.26元/股。期间，公司股价下挫
3.84%，同期大盘下挫0.99%。截至1月19日收盘，中
国电信报4.26元/股。

“破净应该是意料之中的事情，此前中国电信在
招股说明书中已有所预警。”对此，通信行业分析师
付亮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电信
上市时间不长，在此期间并无重大的业绩利好对冲
股价下行压力。此外，近期中国移动回归A股上市对
于中国电信的股价也有所影响。

1月19日公告发布后，中国电信股价并未出现明
显起色。截至1月27日收盘，自1月20日以来，中国电
信股价下挫2.58%。

为了稳定股价，中国电信方面曾经做出了很多
努力。2021年9月21日，中国电信发布控股股东增持
公告称，中国电信集团有限公司计划自2021年9月22
日起十二个月内择机增持公司股份，拟增持金额不
少于40亿元。受此消息提振，2021年9月22日中国电
信股价高开高走，以4.63元/股的价格收盘，涨幅为
2.21%。

2021年9月23日，绿鞋机制正式“过期”，经过
2021年9月23日以及2021年9月24日两个交易日的股
价下挫，中国电信最终跌破发行价。

事实上，中国电信的股价表现并非孤例。在中
国移动回归A股的17个交易日里，中国移动股价多次
触及发行价。截至2022年1月27日收盘，中国联通股
价报3.71元/股，同花顺数据显示，公司每股净资产为
4.85元。

“长期来看，影响股价的核心因素还是企业的基
本面与企业的盈利成长性。”在付亮看来，从基本面
来看，5G、云服务、物联网、互联网+等新业务，长期来
看都有助于支撑运营商的业绩稳步增长。

中国电信控股股东再出手
拟增持5亿元A股股份

公告速递

本报记者 桂小笋

1月27日晚间，开开实业发布
2021 年年报，这是今年沪市发布
的首份年报。年报显示，开开实业
实现营业收入66983.04万元，较上
年同期76182.16万元减少9199.12
万元，降幅 12.08%；归属于母公司
所有者的净利润 2171.72万元，较
上年同期1367.48万元增加804.24
万元，增幅 58.81%；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 润 430.43 万 元 ，较 上 年 同 期
227.09万元增加203.34万元，增幅
89.54%；公司资产总额 106,297.13
万元，较上年年末余额 104346.91
万 元 增 长 1950.22 万 元 ，增 幅
1.87%。拟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
发现金红利人民币0.27元（含税）。

对于未来的发展，开开实业
称，公司加速推进“大健康”战略转
型升级，尝试积聚资源用于拓宽大
健康业务，寻找大健康产业领域拓
展机会，培育公司新的营收和利润

增长点。公司及公司全资子公司
雷西购置了上海市静安区两处房
产，用于拓展医疗板块业务布局，
探索开设自营医疗机构的可能。
同时也保证全资子公司雷西下属
上海市北高新门诊部日常经营场
所的稳定，减少关联交易，提高独
立经营能力。

开开实业在 2022年的资本市
场曾经炙手可热。同花顺数据显
示，今年 1月份以来，开开实业曾
经接连拉出涨停板，在半个月的时
间内，股价累计涨幅翻番。然而，1
月 17日开始，开开实业股价持续
下挫，至 1月 27日，股价收于 9.58
元/股，几乎跌回月初的水平。

股价的“大起大落”也让开开
实业收到了多份问询函，开开实业
曾表示，就近期市场关注公司全资
子公司上海雷允上药业西区有限
公司拥有六神丸的国家保密配方
情况说明如下：公司没有任何国家
保密医药配方，也没有六神丸的生
产业务。然而，当时的情况说明并

未让暴涨的股价回归“理性”。
疯狂的上涨之后，开开实业的

股价随即疯狂下跌。
“1 月份，有很多类似于开开

实业的‘妖股’，中小投资者对于
‘妖股’最好还是敬而远之。”颐和
银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高级研究
员杨勇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资

本市场变幻莫测，各种概念炒作比
较疯狂，这是市场游资惯用的手
法；对于中小投资者而言，风险却
很大。

沪市首份年报出炉
开开实业2021年净利润增长58.81%

本报记者 李 婷

在旺盛市场需求下，国内多家
锂电正极材料上市公司业绩报喜，
当升科技、容百科技等纷纷预计业
绩翻倍。1月26日，厦钨新能发布
2021年业绩快报显示，公司实现营
收155.6亿元，同比增长94.7%;归母
净利润5.55亿元，同比增长121.5%。

2021年度，公司钴酸锂产品销量
持续向好，受益于终端需求的增加，
三元材料销量同比提升。厦钨新能
相关负责人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目前我们已投产能已经是满负荷运
转，为了满足下游订单需求，春节期
间‘不打烊’，持续加班赶工。”

1月26日，《证券日报》记者实
地走访厦钨新能锂电材料4万吨募
投项目海璟基地获悉，项目预计将
在2022年底实现全面投产。

正极材料厂加速扩产

据TrendForce集邦咨询预计，
到2025年，全球动力锂电池对正极
材料的需求将突破215万吨，加上
储能、消费电子等领域，正极材料
需求或超360万吨。

为此，相关锂电上市公司纷纷
掀起募资扩产潮。据不完全统计，
2021年，国内锂电池正极材料扩产
项目超过50起。

作为正极材料龙头，厦钨新能去
年通过IPO募资约14亿元，用于投资
年产4万吨锂电池材料产业化项目。

在厦门海沧区九龙江入海口
旁边，《证券日报》记者看到，原众
达钢铁及周边总计300亩地块如今
已经旧貌焕颜，一座崭新的现代化
电化学锂电材料生产基地拔地而
起——厦钨新能上市募投项目海
璟生产基地。

该项目总投资为18.48亿元，按
计划项目将在今年内将实现年产4
万吨锂电材料目标。 目前，公司第
一期1万吨项目已经投产且产能饱
和，二期2万吨项目正在调试生产
中，预计将在2022年底实现投产。

尽管已经临近春节，但此刻厦
钨新能新工厂内机器轰鸣，工作人
员依然井然有序地操作生产。 厦
钨新能相关负责人告诉《证券日报》
记者，由于目前下游端需求旺盛，公
司产能饱和，就连春节期间也需要
加班生产满足下游订单需求。

据SMM最新调研显示，由于订
单火爆，春节期间，生产三元材料
及前驱体的大厂近八成企业选择
正常生产，2月份将维持高开工率，
满足下游动力订单需求。

上述相关负责人表示，厦钨新
能除了海璟基地外，公司同时还拥
有海沧、三明、宁德共计四个生产
基地，目前产能均处于饱和状态。

钴酸锂和三元“无缝切换”

厦钨新能尽管2021年8月份才
刚刚上市，但公司在正极材料行业
早已经是业界元老。公司前身是

厦门钨业下属电池材料事业部，早
在2004年就开始从事锂离子电池
正极材料研发、生产和销售，是国
内最早进入锂电池正极材料行业
的企业之一。

业界传闻，动力电池黑马中创
新航正是得益于厦钨新能品牌加
持，最终顺利进入广汽供应商；而
早期的宁德时代同样也受益于厦
钨新能在B端的品牌实力。

无论是发展纯电动汽车还是
混合动力汽车，电池都是关键的供
能动力设备，而电池正极材料是决
定电池性能的根本因素之一，因
此，新能源动力电池的原材料生产
及研究是新能源动力汽车发展的
重要基础。

据悉，厦钨新能主要经营产品
包括钴酸锂、NCM三元材料和磷酸
铁锂三大系列。其中，公司钴酸锂
产品的市场占有率近50%，NCM三
元材料业务随着产能增加将进入
加速发展阶段，并将在四川推进磷
酸铁锂的产业基地建设。

然而，有市场观点甚至认为，
厦钨新能起了个大早却赶了晚集，
明明是新能源赛道的“种子选手”，
却选择一头扎进了3C给耽误了，事
实真是如此吗？

根据公司最新发布的财报显
示，厦钨新能2021年业绩实现了翻
番增长。值得一提的是，由于下游
的爆发性需求，在2021年底，厦钨业
新能提出了拟在海璟基地内再投资
9.9亿元进行扩产，计划增建3万吨动

力电池高镍三元正极材料项目。
“从生产技术上，我们的钴酸

锂产线和三元材料产线已经实现
了无缝切换。”上述厦钨新能相关
负责人透露，未来公司将根据市场
需求对产线进一步合理配置。

国泰君安分析师对《证券日
报》记者表示，2021年，厦钨新能产
能利用率饱和，预计全年正极材料
销量超7万吨；随着产能逐步投放，
2022年底可形成产能11万吨，2022
年销量有望达到9至10万吨。

“高电压三元”另辟蹊径

受新能源汽车需求提振，上游
原材料价格上涨持续狂飙突进的
影响。2021年，受镍、钴、锂等金属
原材料价格大幅波动影响，汽车动
力电池成本大幅抬升。而对于新
能源车产业链来说，正极材料在动
力电池中的成本占比最大。

有业内人士对《证券日报》记
者表示，目前，原材料依然处于大
周期性的上涨阶段，短期并没有看
到拐点迹象，在持续成本压力下，
预计2022年或出现混电车上市潮。

近期，镍作为上游原材料价格
持续攀升，镍价创十年新高。据通
联数据统计，过去三年沪镍期货价
格累计上涨约60%，2022年初至今
已上涨18%。而短期内镍市供求紧
张局面较难缓解。

在镍价居高不下的情况下，厦
钨新能推出的高电压车载三元材

料获得主流大厂和车企的订单，业
内人士认为，从目前看，高电压三
元材料因为使用了更多的锰元素

“更安全、更具性价比”。 对此，上
述厦钨新能相关负责人表示，在增
加锂离子电池能量密度的技术方
向上，通过提高电池充电截止电压
是一种很重要的实现手段。

据介绍，三元材料提高能量密
度主要通过提高镍含量做成高镍
三元材料，或通过提高低镍三元材
料的充电截止电压做成高电压三
元材料两种方式。目前，厦钨新能
新建产线可以兼容高镍三元材料、
低镍高电压三元材料及钴酸锂等
材料的生产，满足下游对材料的不
同需求。

厦钨新能在业绩快报中也明
确表示，“公司高电压车载三元材
料由于其性能、安全、成本等方面
的优势明显，销量显著提升，规模
效应进一步显现，盈利能力提升。”

据介绍，高电压技术指通过提
升三元正极充电上限电压来提升
材料的脱嵌锂能力实现电池能量
密度的大幅提升。同时，由于低镍
低钴高锰三元材料在高电压下依
然保持了高的氧结合能力，该技术
在提高能量密度同时可以有效兼
顾安全性能。

据悉，目前市场上5系高电压
产品能量密度达260Wh/kg，而6系
高电压低钴技术的开发，在安全性
能进一步提升的前提下，产品能量
密度达到300Wh/kg以上。

多家锂电公司业绩翻番 正极材料龙头企业“春节不打烊”

本报记者 贾 丽

随着北京冬奥会的临近，家电
行业与零售市场借助“冬奥风”契
机，正在酝酿体育营销新模式，而
这又将拉动多大的消费能量？

营销战事已起

家电企业率先出击，迎接冬奥
营销战事。日前开播的冬奥纪实
8K 超高清试验频道，为观众提供
8K超高清电视节目的同时，也带动
彩电和零售市场迎来新风口。

不少家电厂商早已布局 8K领
域，借“冬奥风”契机，纷纷抢占赛
事营销先机。

例如，长虹通过冰雪类综艺
节目植入彩电产品；格兰仕以冰

雪为主题进行百城活动，布局下
沉市场；美的邀请冬奥代表队队
员为公司产品代言；格力则直接
参与到冬奥会场馆及配套设施的
建设中。

四川长虹相关负责人表示，“与
以往直接签约球队，参与赛事传播
不同，此次长虹选择与卫视合作，通
过综艺节目植入8K电视产品，这是
一次‘综艺+营销’的创新性探索。”

此外，海信和创维直接从技术
入手，入局“战事”。海信联合中央
广播电视总台共同开发 8K超高清
专业监视器；创维负责VR头盔技
术的攻关。

“家电企业纷纷希望借助冰雪
运动风口增强市场活力，预计此次
冬奥会将进一步带动彩电消费，刺
激8K、大屏用户快速增长。”中国电

子视像行业协会副秘书长董敏在
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零售厂商和家电企业再联手

近年来，受疫情等因素影响，
彩电行业处于寒冬，去年全年出货
量下滑14.2%。家电市场整体需求
疲软，零售门店也受到极大冲击销
售状况不佳，亟需新的“风口”来带
动市场活力。

据了解，“冬奥风”除了对家电
消费产生拉动作用，也带来零售渠
道销量的快速增长。商务部消息显
示，自1月10日“2022全国网上年货
节”启动以来，“冬奥风”吹热冰雪经
济，仅冬奥纪念品销售额就同比增
长26.9倍。而与冰雪运动挂钩的家
电产品的销量增长50%以上。

搭上年前冰雪赛事的列车，零售
厂商和家电企业再次联手，并展开新
一轮从渠道、品牌到模式创新探索。

近日，拼多多与美的集团达成
100亿元合作，推动品牌、智能制造
等融合。

国美与主流家电品牌签约并成
立共享经济公司，推进新商业模式
构建。据了解，国美线上平台“真快
乐”App成为中国冰雪系列手办现货
的首发销售平台，其将在今年与家
电品牌全方位打通、共享，围绕冰雪
运动等主题在线上线下进行更多新
模式的合作，并在平台加入多元化
直播、赛事、视频等内容。

国美零售相关人士透露，“目
前，国美零售与长虹、海信等多家
厂商建立共享线下门店，今年将持
续进行资源整合，并在门店进行升

级，融入多个主题元素，共同推动
市场消费升级。”

“长虹等家电厂商与国美等零
售商是体育营销的主力军，而零售
商需要借助冬奥会契机再冲一
把。双方在此时进行全方位合作
升级，也是在新零售时代的模式探
索。传统体育盈利渠道主要是门
票收入、赛事转播权等，而家电、零
售商则借助体育营销衍生出新的
共享商业模式，并融入直播、赛事
等元素。”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博
士韩军表示。

据悉，今年家电零售巨头们正
在加速谋求业务增速。国美零售
高级副总裁方巍表示，“今年一季
度将全部完成新模式下的供应商
签约，预计国美零售多平台均将实
现销售同比增长50%。”

“冬奥风”吹起 家电与零售巨头联手探新模式

（上接A1版）
白雪认为，不必过度高估美国

货币政策对我国货币政策边际宽
松的制约。当前中美两国宏观经
济修复节奏错位，今年上半年国内
面临一定经济下行压力，货币宽松
是稳定宏观经济大盘的一个重要
发力点。

“未来中国货币政策动向的决
定因素将是经济运行态势。预计

今年上半年我国仍有进一步降准
降息的可能，主要观察点在于房地
产市场是否还会持续下滑，以及二
季度GDP增速是否有迫近5%下方
的可能。”白雪表示。

白雪认为，保持外部均衡、稳
定人民币汇率一向是我国货币政
策的一个重要考虑因素。2021年
人民币强势运行，这也为今年提供
了适度贬值的空间。预计2022年

若人民币贬值5%乃至更多一些，都
会在监管层的容忍范围之内，不会
对货币政策边际宽松形成明显掣
肘。总体上看，2022年我国将主要
根据国内经济金融态势决定货币
政策动向和节奏。

谈及美国货币政策变化将对A
股市场和我国债券市场有何影响，
罗志恒认为，A股方面，美国货币政
策收紧将压制资金风险偏好。从

估值看，前期高估值的风险逐步释
放，高端制造、新能源、消费类核心
资产有较高的配置价值。从资金
来看，本轮美元加息预期增强，外
资并未大幅流出，反而坚持趋势性
增持。并且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依
然升值，处于2018年5月以来的最
高水平。

“中长期来看，股市将明显走
强，成长股更为强劲。从历次经验

看，降息半年后股票均有一定程度
上涨。市场配置的分化程度减弱，
更趋向均衡配置。”罗志恒说。

明明认为，美国紧缩货币政策
将通过影响风险资产走势的渠道
利好国内债市。美联储提前加息
或将导致美股收益率短期下跌，预
计美股下跌将带动A股调整，进一
步推动投资者风险偏好下降，利好
国内利率。

年报进行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