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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曹 琦

“6月份市场行情不好，是钢铁行业比较困难的
一个月。”提到当下的钢铁行情，不少业内人士表示。

目前，受现货市场相关品种价格大跌的影响，我
国国内钢材厂的亏损正在迅速扩大、程度加深。截至
6 月 28 日，247 家钢厂盈利率 15.15%，环比下降
26.84%，同比下降59.31%。

6月份钢价探底
钢焦企业博弈加剧

自6月9日起，钢价下跌迅猛，到了6月20日钢价
探底，螺纹钢期货价格最低跌至4074元，短短12天累
计下跌15.05%，并创下近7个月价格新低。

6月21日，中天钢铁将6月中旬钢材出厂价格下
调 500元/吨。同时，大部分钢贸商也在不计成本地
砸盘甩货。

据统计，6月22日按钢厂原料库存测算的钢厂吨
钢毛利已亏损至500元左右，上一次出现这样的大幅
度亏损还是在2015年。

“以HRB400(20mm)螺纹钢为例，6月14日南昌地
区的价格为 4580 元/吨，到 6 月 21 日就下降至 4150
元/吨，周环比跌430元/吨，到了6月28日螺纹钢价格
没有明显改善，南昌地区仍然停留在 4150元/吨的低
位水平。”一家钢企相关负责人表示。

业内人士认为，二季度以来钢价下滑，主要系下
游需求整体比较疲软，需求持续偏弱的情况下，市场
面临的去库压力很大。据中国钢铁工业协会统计数
据显示，2022年6月份中旬重点钢铁企业钢材库存量
为 2052.32 万 吨 ，旬 环 比 增 加 197.58 万 吨 ，上 升
10.65%，库存量创下近年来历史新高。

在高库存压力下，不少钢铁企业主动减产。兰格
钢铁网调研数据显示，2022年6月24日，全国百家中
小钢企高炉开工率为 80.3％，较今年最高点下降了
2.1个百分点。

另有中国钢铁工业协会统计数据显示，6月中旬
重点钢企粗钢日均产量 225.79 万吨，旬环比下降
1.34%，同比下降 5.74%。目前日产水平比今年最高
点下降了10万吨，降幅4.3%。

此外，钢材价格大幅下跌，钢厂生产积极性不高
导致产量回落，也就意味着原材料需求面临高位回落
压力。

中钢期货研究认为，为缓解自身运营压力，部分
钢厂计划联合对焦炭价格提降第二轮，降幅 200元/
吨。截至目前，市场主流钢厂暂未提降。近期焦炭
价格落实第一轮提降后，吨焦亏损程度也加大，数
据显示，上周30家独立焦企平均吨焦亏损为146元，
受此影响，焦化市场也在加大限产力度，独立焦企
产能利用降至 77%，周环比下降 4.41个百分点，预计
焦炭供给将继续呈现阶段性收紧，将压力传导至焦
煤端。

一家钢企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近期国内钢价
低位运行，焦炭首轮提降落地后，钢企盈利状况依旧
不佳，开始控制原料到货节奏，但由于焦企因亏损严
重开始减产，同时减少原料煤采购以抵制焦炭的再次
降价，导致钢焦企业博弈加剧。”

当前钢价开始企稳
钢企如何拆解困局

尽管原料价格也在下降，但是相比钢材成品价格
下降幅度较小，钢铁企业面临不小的压力。

对此，方大特钢相关负责人向《证券日报》记者表
示，应对压力，一是进一步通过精细化管理控制成本，
二是通过提升原料直供比例降低成本。截至 6月中
旬，公司直供比例与去年同期相比提高8.3%。

尽管钢价依然处于低位，但是开始了企稳态势。
据 Mysteel 统 计 ，截 至 6 月 28 日 ，全 国 主 要 城 市
HRB400材质 20mm规格螺纹钢平均价格为 4330元/
吨，周环比下跌 1元/吨；全国主要城市HPB300材质
8mm规格高线平均价格为4572元/吨，周环比上涨22
元/吨，南昌螺纹、线材价格均持平。

同时，库存方面也有改善。据Mysteel统计，截至
6月 28日，全国 132城市螺纹钢社会库存 1176.54万
吨，比上周下降 40.4万吨；南昌库存 52.29万吨，比上
周微降0.31万吨，全国社会库存、南昌社会库存有所
下降。

“目前供给减量以及低位资源下需求的好转，市
场悲观情绪得以缓和，低位资源下的挺价意愿也有所
增加，预计短期内钢材价格呈现小幅走强态势。”有业
内人士表示。

6月 29日，华菱钢铁在互动平台表示：“近期，下
游行业复工复产正在加速推进，钢材价格开始企
稳，公司需求和订单环比略有改善，近期部分省份
部署 2022年产量压减具体工作，有利于压制铁矿石
需求和价格，加之公司产品直供比例较高，有助于
向下游传导成本压力。公司二季度生产经营处于正
常水平。”

兰格钢铁网首席分析师马力认为，“整体市场环
境有逐渐改善的迹象，包括需求、供应，七八月份之后
市场可能会出现变局，钢价有可能出现上涨的行情。”

6月份钢焦博弈加剧
钢价已经探底即将回升？

本报记者 矫 月 李 婷

近日，宁德时代第三代CTP技
术麒麟电池的发布引起了电池行
业极大关注。虽然麒麟电池还未
实现量产，但是业内已经对宁王麒
麟电池的供应商有着各种猜测。

同时，相关概念股的股价也是
水涨船高。其中，以松芝股份的股
价涨势最为凶猛，截至 6月 29日，
公司股价录得连续9个涨停板。

热管理技术成关键挑战

在麒麟电池概念带动下，汽车
热管理板块持续受到关注。其中，
松芝股份在互动平台上表示，目前
公司储能电站电池热管理系统产
品主要供应远景能源和宁德时
代。目前，公司为江淮汽车热管理
系统主要供应商。

真锂研究首席分析师墨柯对
《证券日报》记者表示，麒麟电池创
新要点在于结构设计，使得冷却系
统能够最大面积覆盖电芯，从而保
证pack层面的温控能做到最好。

业内人士认为，这标志着电池
系统设计开始从电池包内部优化，
向电池包与整车其他总成设计集
成转变，其中热管理技术提升将会
是电池集成化设计的关键挑战。

事实上在麒麟电池在今年已
持续预热过一段时间。早在今年
3月份举办的汽车百人会上，宁德
时代首席科学家吴凯就表示公司
推出了第三代CTP技术，内部称其
为麒麟电池。而推出的主要原因
是应客户对电池“安全且无热扩
散”的需求而产生。

墨柯告诉记者：“宁德时代在
如何提高电池安全方面，一直在做
持续技术开发，而麒麟电池技术则

尝试从电池芯外部通过实现温度
控制来解决电池的安全问题。”

业内人士认为，如果麒麟电池
采用高镍三元材料，意味着宁德时
代更需要解决热管理问题，提高安
全性能。

另据中金公司研报分析，高倍
率快充是车企及电池企业的重要
布局方向，而快充对精细化热管理
要求较高，将推动电池热管理系统
持续升级。2025年国内新能源车
热管理市场空间达 521亿元。根
据测算，燃油车热管理单车价值量
2000 元左右，纯电车 PTC/传统冷
媒热泵/CO2 冷媒热泵方案下，热
管理单车价值量分别达 5000元、
7000元、11000元。

除了松芝股份备受关注外，热
管理技术新零件也受到关注，其
中，银邦股份日前在互动平台表
示，公司自主研发的铝热传输材料
可应用于新能源汽车冷却动力电
池热管理，已于4月18日披露于宁
德时代签署备忘录，将在2022年至
2026年，向宁德时代直接或间接供
应电池水冷板材最低36.18万吨。

高镍三元将提高电池成本

墨柯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麒麟电池本质是电池结构的创
新。2019 年，宁德时代首创无模
组的电池包CTP，率先使电池体积
利用率突破50%大关；而此次最新
发布的麒麟电池，电池包空间利用
率从55%提升至72%，间接提升系
统能量密度，磷酸铁锂系统能量密
度160Wh/kg，三元可达255Wh/kg。

据了解，在相同的化学体系、
同等电池包尺寸下，麒麟电池包的
电量，相比特斯拉的 4680电池系
统提升13%，72%的体积利用率刷

新了全球电池集成效率。
一正极材料厂商负责人对《证

券日报》记者表示，从电池材料上
看，在电池包利用率提升的基础
上，装入更多的三元或者铁锂材
料，从而实现续航公里的大幅提升
是一个重要逻辑，1000 公里续航
的突破将优选高镍三元。

业内人士认为，随着麒麟电池
正式发布，三元电池将有望重回巅
峰。磷酸铁锂和三元一直是锂电
池的两大技术路线，从 2018年至
2020 年，国内磷酸铁锂电池的装
车量均低于三元电池，而随着磷酸
铁锂技术提升，在原材料价格上涨
背景下，自去年以来三元电池装机
量却被磷酸铁锂反超。随着锂价

格的提升，磷酸铁锂的价格优势已
经不太明显。

值得一提的是，已经有券商推
测宁德时代麒麟电池高镍三元的
供应商是容百科技。

公开资料显示，容百科技明确
2023年至2025年底公司将作为宁
德时代三元正极粉料“一供”，而公
司在高镍、超高镍布局领先行业。

6月 27日容百科技在投资者
互动平台称，公司大规模量产
NCM811产品的同时，也在加快开
发高电压类技术及产品。随着镍
含量向 9系以上发展以及高镍材
料高电压化，未来高镍材料会占据
三元材料中越来越大的份额。

虽然业内对于麒麟电池的供

应商有所猜测，但有人提出如果麒
麟电池采用高镍的三元材料，电池
的成本恐怕是一个难题。

有业内人士向记者介绍，三元
材料的成本一般占动力电池总成本
的51%左右，而高镍的三元材料无
疑将提高动力电池的成本。此外，
还要考虑镍价的波动，如果镍价过
高也会影响动力电池的成本高涨。

近期，镍价已经从高位持续回
落，成本压力持续缓解。金川集团
于2022年6月28日电解镍(大板)出
厂价报 181000元/吨，较前一交易
日下跌 9000元/吨，较三月上旬 24
万元/吨的价格回调比例约25%。

目前，麒麟电池计划量产上市
时间为 2023年。对此，汽车分析
师张翔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对
麒麟电池来说最大的挑战依然是
生产成本控制以及技术完善，这是
实现量产的关键。

拆解宁德时代麒麟电池产业链
谁将饮新技术“头啖汤”？

本报记者 舒娅疆

6月 29日，泸州老窖召开 2021
年度线上股东大会，公司董事长刘
淼、总经理林锋率领董监高团队出
席股东大会。

此前，泸州老窖将“坚定重回中
国白酒行业前三”正式列入了公司

“十四五”发展战略当中，“重回行业
前三”相关话题受到了市场的广泛
关注。泸州老窖曾表示，在白酒行
业加快向品牌集中、向品质集中、向
头部企业集中的进程中，公司已具
备了守土开疆、问鼎前三的雄厚实
力。在此背景下，公司对于未来白
酒行业趋势的观点和未来发展规划
等内容也备受投资者期待。

《证券日报》记者从股东大会

上获悉，在国窖1573稳居中国三大
高端白酒阵营的同时，泸州老窖品
牌的发展从去年开始提速。同时，
公司的“全国百城融合”计划正在
全面推进当中。从行业来看，下半
年白酒市场将逐渐迎来恢复发展。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1年
全国规模以上白酒企业完成酿酒
总产量 715.63 万千升，同比下降
0.59%；累计完成销售收入同比增
长18.60%；累计实现利润同比增长
32.95%。白酒行业消费总量萎缩，
但消费升级依然明显。在白酒企
业们纷纷向高端化发起冲刺的背
景下，千元价格带迎来了越来越多
的新成员，泸州老窖怎么看待千元
价格带的状况？又将如何应对不
断加入的新品牌挑战？

对于投资者的上述提问，林锋
认为，酒企们共同把千元价格带做
大是一件好事，短期内不会对公司
造成什么问题。中期来看，要根据
企业各自的策略，看他们能够在市
场占有多大比例。而从长期来看，
受益于国家不断发展和人民生活水
平的持续提升，白酒可能不止有千
元价格带，甚至还可能有万元价格
带，各家酒企都应该不断向前发展。

尽管当前白酒行业的集中度
在提升，但林锋认为，白酒行业特
别是领头企业之间并没有太多的
内卷，到目前为止，市场还在壮大，
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酒业的
行业大局会越来越好，行业也会越
来越和谐。

对于白酒“酱酒热”退潮的问

题，林锋表示：“我不认为‘酱酒热’
在退潮。就像当初浓香型白酒的发
展经历了三轮阶段，酱酒也才进入
第一轮阶段，并不见得就是退潮。”

近年来，泸州老窖持续聚焦
“双品牌、三品系、大单品”战略，国
窖 1573稳居中国三大高端白酒阵
营，而泸州老窖 1952、黑盖等战略
新品在2021年隆重上市，“双品牌”
战略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林锋介绍：“从去年开始，泸州
老窖品牌发展开始提速，公司在今
年以来可能增长最快的品牌就是
老字号特曲，这是对泸州老窖‘金
字招牌’的擦亮，它在老客户群体
的恢复发展速度正在加快。”

当前，泸州老窖正在加大市场
精耕力度，以形成全国化发展和各

类市场齐头并进的进攻态势。林锋
表示：“在疫情期间，平均每天我们
的业务团队有370多人处在隔离状
态当中，而剩下的人在坚持进行全
国的推广工作，公司的营销大楼办
公室往往只有三分之一的人。公司
在华东、华南的市场拓展取得了不
小的进步，中部区域拓展在推进中，
目前来看做得不错，不仅是VIP消
费群，包括在新增消费者群、终端体
系方面的进步都很快。”

“回顾 2021年，公司出色完成
了公司战略目标和各项任务指
标。展望2022年，我们将坚定信心
决心，全面打响‘提质量、强文化、
快突破’的攻坚战，坚定踏上泸州
老窖发展新征程。”泸州老窖董事
长刘淼表示。

泸州老窖欲重回白酒业前三 全国百城融合计划正在推进

本报记者 龚梦泽

近日，一则关于湖北襄阳街头
岚图 FREE 起火的视频在网络流
传，引发网友热议。这是高端新能
源品牌岚图汽车首例公开报道的
车辆起火事故。

6月 28日，岚图汽车官方对此
事作出回应，该事故未造成人员
及周边财产损失，车辆状态为局
部受损，正联合供应商积极调查
事故原因。

岚图FREE于 2021年 6月份上
市，8月份开始交付，在上市初期岚
图 FREE销量快速攀升，最高月销
量 超 过 3000 辆 。 2022 年 ，岚 图
FREE 销量出现明显下滑，以至于
在每月的造车新势力交付数据比
拼中一度缺席。

联合供应商调查事故原因

据岚图汽车通报，6月26日16:
28 分 ，湖 北 襄 阳 出 现 一 例 岚 图

FREE 车辆发生明火，在充电桩前
燃烧，车底有明火喷出，同时有大
量浓烟从车内冲出。

“情况发生后我们非常重视，
第一时间为用户提供了完善的用
车出行解决方案，并迅速成立专案
小组赶赴现场展开调查和处理。
当前，该情况未造成人员及周边财
产损失，车辆状态为局部受损。我
们联合供应商正在积极调查事故
原因，待调查结果出来后，我们将
第一时间详细公布，感谢各位岚友
的关心与支持。”岚图汽车在通报
中表示。

目前，外界多猜测该事故或由
于车辆电池系统出现问题引起。
今年 3月份，岚图汽车在三元锂电
池安全技术分享会上表示，在发生
电池热失控后，岚图 FREE的电池
包静置50天后仍然能做到做到“不
冒烟、不起火、不爆炸 ”在内的“三
不原则”。

“目前岚图 FREE 增程式电池
供应商为比亚迪和蜂巢，纯电版本

供应商是三星。”有接近岚图汽车
方面人士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岚图本身并不生产电芯，主要从比
亚迪、三星等供应商处采购，但整
个电池系统由岚图自己设计的。

众所周知，新能源车的电池安
全、续航里程等一直是消费者关注
的重点。在岚图汽车注重安全的背
景下，若此次失火事件是由于车辆
自身原因引起，将严重打击消费者
对于岚图汽车的好感度和信任感。

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创新联盟
理事高云鹏称，新能源汽车火灾比
率增幅升高最直接的原因在于新能
源汽车的销量数字增长较快。其
次，夏天的高温天气易导致新能源
汽车电池包、车内线路和电路板出
现热失控和高负荷。此外，新能源
汽车还存在爆燃起火快、技术较为
新兴等特点，故更容易受到关注。”

销量持续下滑

资料显示，岚图汽车是东风汽

车集团有限公司于 2018年推出的
高端电动品牌，岚图 FREE是岚图
汽车第一款产品，售价在30万元以
上，有纯电与增程两个动力版本。

最新数据显示，岚图汽车 5月
份整体销量只有 906辆，其中岚图
FREE 的销量为 843 辆，环比下降
19.64%，新推出的梦想家销量仅为
63辆。1月份至 5月份岚图汽车累
计 销 量 为 5676 辆 ，月 均 销 售 仅
1135辆。作为对比，与岚图汽车几
乎同时进入市场的极氪汽车，其首
款车型极氪 001今年 1月份至 5月
份销量已逾万辆，岚图汽车显然掉
队了。

事实上，岚图汽车在用户较为
关注的智能驾驶、智能座舱方面科
技含量不高，处于新技术追随者和
采购者的角色。

在高云鹏看来，以高配置堆砌
来定位高端高价的燃油车时代打
法已然过时，新能源汽车的豪华高
端定位更看重其科技属性。

新能源汽车产品还需要有高

科技且明确的产品标签才更易获
得用户的青睐。无论是蔚来的管
家式服务、还是小鹏的科技属性或
是问界 M5 的华为系统，都已逐渐
内化成消费者选购的重要推动力，
而在岚图FREE产品上仍看不到类
似的明显标签。

今年 3月底，岚图汽车首席品
牌官雷新被调离原岗位，其职务由
卢放暂时接管。伴随人事变动而
来的，是岚图直销模式的调整。据
了解，目前岚图汽车正在通过“自
营+伙伴”新直营模式，构建多元渠
道体系，致力于满足用户全触点需
求。这既是岚图汽车的改变，也是
岚图汽车在渠道建设节奏方面滞
后的体现。

有不愿具名的资深汽车分析
师表示，岚图汽车销量持续下滑
不仅导致资金难以回笼，也将限
制其融资能力，但国企不可能长
期亏本投入，即便未来引入混改
独立上市，控制权又将成为另一
道难题。

岚图汽车回应车辆起火称“局部受损”
销量下滑高端电动之路道阻且长

目前，受现货市场相关品种价格
大跌的影响，我国国内钢材厂的亏损
正在迅速扩大、程度加深。截至 6 月
28日，247家钢厂盈利率15.15%，环比
下降26.84%，同比下降5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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