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王玥

休闲服装“大佬”森马服饰最
近发布的 2020 年年报显示， 森马
服饰 2020 年营业收入约为 152.05
亿元，同比减少 21.37%；净利润约
为 8.06 亿元，同比减少 48%，几乎
呈腰斩式下滑。 在出海失利、关闭
千余家门店后，森马服饰还能稳坐

“童装第一”的宝座吗？
实际上，作为主营业务的童装

业务发展不及预期对森马服饰业
绩影响较大。 2020年 7月，该公司
宣布出售全资子公司法国 Sofiza

SAS100%的资产和业务，这家收购
仅两年的子公司曾被森马服饰寄
予厚望，也曾被业内认为是森马童
装走出国门的重要一步。

2018年 5月，森马服饰以现金
约 1.1 亿欧元（约合 8.44 亿元人民
币） 完成对 Sofiza SAS 的收购，接
手法国中高端童装品牌 Kidiliz。 不
过，收购之后 Kidiliz 品牌一直在走
下坡路，亏损持续扩大。 纺织服装
品牌管理专家、上海良栖品牌管理
有限公司总经理程伟雄在接受中
国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Kidiliz 品
牌在中国市场调整策略不起效，森

马服饰将其剥离出局也是无奈之
举。

剔除 Kidiliz 品牌影响，森马服
饰童装业务仍呈下滑趋势。 服装行
业专家马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森马服饰虽为童装行业市场占
有率第一的品牌，但其发展已遇增
长瓶颈。 目前，森马服饰产业化效
果并不理想， 仍需要调整优化，公
司内部也需要优化管理体系。

值得一提的是，森马服饰在年
报中提出，其所有产品均为外包生
产， 公司主要业务包括品牌运营、
设计研发、 生产组织与成衣采购、

零售管理等。 马岗坦言，森马服饰
在商业模式上的调整是该公司对
未来发展作出的取舍，产品外包在
一定程度上会减轻公司的运营成
本，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产品
质量风险。

报告期内，森马服饰还进行了
大幅度的门店调整。 截至 2020 年
年底， 该公司关闭了 1426 家童装
门店、1019 家休闲服装门店。 该公
司表示，未来将会把推广重心转移
到线上和社交平台，同时推进直播
平台营销拓展。 同时，包括加盟店
在内的零售店铺实施 24 小时在线

服务，以门店为中心、以个人为支
点开展小程序新零售业务。

此外， 森马服饰对外表示，公
司将使用不超过 60 亿元人民币的
自有闲置资金购买中短期、低风险
理财产品，产品发行主体应当为商
业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 一位不愿
具名的投资者表示，森马服饰将大
额资金用于投资中短期、低风险理
财产品，收益可能较小，不如将资
金投入其主营业务。 马岗告诉记
者，如何突破增长瓶颈、如何带动
童装业务产业化发展，是森马服饰
当前需要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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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马嘉

最近，国内肉牛、肉羊产业都
有些犯愁，一方面是加工端“不够
用”，无法满足肉类加工产业需求；
另一方面则是养殖端“养不起”，连
续上涨的饲养成本让小规模养殖

户无力承担。 日前，农业农村部提
出，在未来五年内要将牛羊肉自给
率提高到 85%。然而，按照 2020年
的产量和消费量计算，目前我国牛
肉的自给率为 76%，国产牛羊肉分
别还有 212 万吨、35 万吨的产需缺
口。

“目前，我们的牛排基本都是
进口牛肉加工而成。 ” 上海联豪食
品有限公司董事张贤东告诉中国
商报记者，“一方面是国产牛肉价
格太高；另一方面，国产牛肉没有
那么大的产量。 ”

对于肉类加工企业来说，2020
年在牛羊肉采购成本方面面临着
较大的压力。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
响， 进口牛羊肉业务受到一定限
制，而国产牛羊肉的价格一直在高
位震荡。 长期从事南非牛肉进口贸
易的保荣国际贸易(北京)有限公司
董事长张小川告诉记者，自新冠肺
炎疫情暴发以来，公司进口冷冻牛
肉的业务就停下来了，目前还没有

恢复。“我国牧场相对较少，受疫情
影响， 进口冷冻牛肉的供应量减
少，导致国产牛肉的价格走高”。

国内某肉类头部企业一位主
管进口贸易业务的负责人也告诉
记者，国内市场对进口牛肉，尤其
是高端牛肉的需求总量明显增加。
国内养牛周期长， 受需求因素影
响，未来我国还是要不断增加牛肉
进口量。

目前，我国牛羊肉价格仍保持
高位。 农业农村部数据显示，2020
年牛羊肉集市平均价格分别为
84.08 元/公斤和 80.56 元/公斤，继
续保持高位运行， 分别较 2019 年
上涨 14.8％、11.5％，但涨幅明显放

缓。 农业农村部农产品市场分析预
警团队牛羊肉首席分析师朱聪对
记者表示，供给偏紧是推动牛羊肉
价格上涨的主因。 从生产端看，受
多种因素影响，近些年牛羊肉产能
增速不快，国内供给偏紧的态势短
时间内不会发生改变，牛羊肉价格
或将继续保持高位运行。

加工端“不够用” 养殖端“养不起”

“五年行动方案”推进牛羊肉自给率

农业农村部日前制定的《推进
肉牛肉羊生产发展五年行动方案》
中提出，截至 2025 年，我国要将牛
羊肉自给率提高到 85%。牛肉产量
要稳定在 680 万吨，羊肉产量也需
达到 500 万吨，牛羊规模养殖比重
分别达到 30%、50%。

这对牛羊肉产业来说，或将迎
来发展的“风口期”。 目前，我国羊
肉自给率能达到 80%以上，国产牛
肉在满足自需上尚不达标。《中国
农业展望报告》显示，2020 年中国
牛肉消费量 884 万吨， 同比增长
6.1%，人均牛肉消费量 6.29 公斤；
羊肉的消费量是 527 万吨，同比增
加 3.9%。 据国家统计局和海关总
署数据，2020 年牛肉产量达到 672
万吨，比上年增长 0.8％；羊肉产量
492万吨，比上年增长 0.9％。 按照
2020 年的产量和消费量计算，目
前我国牛肉的自给率为 76%，国产
牛羊肉分别还有 212 万吨、35 万
吨的产需缺口。

如何推进肉牛肉羊生产？上述
行动方案提出，以牛羊肉增产保供

为目标，统筹牧区、农区、南方草山
草坡地区牛羊生产，加快转变肉牛
肉羊生产方式，围绕增加基础母畜
产能、推进品种改良、扩大饲草料
供给、 强化质量安全等关键环节，
加大政策支持力度， 强化科技支
撑， 不断提升牛羊肉综合生产能
力、供应保障能力和市场竞争力。

此外，在育种和规模化养殖方
面，相关产业链、从业者都将迎来
利好局面。 行动方案明确，深入实
施肉牛肉羊遗传改良计划，遴选一
批国家肉牛、 肉羊核心育种场，完
善生产性能测定配套设施设备，持
续推进引进品种本土化；在畜禽养
殖标准化示范创建中，加大牛羊养
殖标准化示范力度，建设 100 个示
范场；2021 年将重点支持河北、内
蒙古、吉林、黑龙江、山东、河南、四
川、云南、甘肃等省（区、市）创建肉
牛产业园或肉牛产业集群；在西部
地区脱贫县集中选择一批有牛羊
产业发展基础的重点帮扶县，支持
种养加销全链条发展，增强内生发
展能力。

＞＞＞

国产牛羊肉“不够用”，而养殖
端却“养不起”。 河北省衡水市的一
位肉羊养殖合作社负责人李勇对
记者坦言，尽管今年羊肉价格非常
高，但是他不仅不打算扩大养殖规
模，还将控制肉羊的补栏数量。 据
李勇介绍， 玉米等饲料价格太高，
成本承压，他并没有看到明显的利
润回报。

内蒙古中草金服草业有限公
司总经理张凯峰告诉记者，国产肉
牛养殖周期长， 要 16 个月才能达
到性成熟，短期内很难看到利润回
报。 但是对养殖端来说，饲料成本
增加是显而易见的，作为提供能量
的饲料，玉米价格的上涨导致肉牛

养殖成本显著增加。 对牛羊肉养殖
端来说， 短期内很难看到利润回
报，整个行业自然难以形成大的养
殖规模。

规模化养殖程度低一直是制
约肉牛、肉羊养殖产业的问题。“牛
产业里前十名的企业加起来的市
场份额也不足千分之五， 投资很
大、时间很长，对企业来说资本周
转太慢。 ”张凯峰说。 另外，朱聪也
对记者表示，“目前我国饲草产需
仍有一定缺口，每年需要进口大量
草产品。 优质饲草资源的不足也限
制了我国牛羊养殖规模化、集约化
发展。 同时，受资源环境的约束，生
态环保力度不断加大，养殖产业结

构也在加快调整。 ”
值得关注的是， 我国的肉牛、

肉羊产业也存在种源“卡脖子”问
题。 张凯峰坦言：“国外养殖端手里
有几万只种群， 经过自然交配后，
再从中选择最好的种源。 国内的能
繁母牛全是农户养殖，农户一家只
有三四十头。 从百十来头种源里面
挑选和从上千万头里面挑选，结果
肯定不一样。 ”至于基础母畜存栏
较少的原因，朱聪介绍，“考虑到牛
羊养殖周期长、 母畜养殖风险较
大、对技术要求高，以及前些年行
情不好等因素，农户的养殖积极性
并不高，这也导致目前的基础母畜
数量不足。 ”

加工端“不够用”

养殖端“养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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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时迎来“黄金期”

关店千余家 森马能否保住童装第一宝座

佰草集扭亏为盈 上海家化线上渠道猛“砸钱”
本报记者 马嘉

去年上半年，佰草集品牌亏损
额近 1 亿元，拖累了上海家化的整
体业绩。 今年，令上海家化担心的
佰草集终于在一季度扭亏为盈。 但
值得关注的是，尽管上海家化在今
年一季度实现了营业收入和净利
润的双增长，但是明星投资人冯柳
仍减持了上海家化的股票。 在旗下
品牌佰草集扭亏为盈后，国产化妆
品龙头上海家化能“松口气”吗？

佰草集为何能够扭亏为盈？ 上
海家化董事长潘秋生表示， 一方
面，为提升整体运营效率，佰草集
首次对百货门店进行了策略性收
缩，2020 年共关闭 462 家低单产专
柜及门店；另一方面，今年市场回

归正常， 作为佰草集的主营渠道，
百货渠道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增长，
从而带动了品牌的增长。

佰草集的成败对上海家化而
言很重要。 潘秋生将 2021 年定义
为佰草集的“扭转年”，并将“复兴
佰草集” 作为今年的重要项目之
一。 一位与上海家化合作的原材料
供应商告诉中国商报记者：“过去
上海家化在消费者心中的定位是
平价，产品利润不高。 佰草集品牌
的推出是其向高端市场进军的重
要标志，对上海家化来说，佰草集
的成败至关重要。 ”

佰草集摆脱亏损后，上海家化
真的能“松口气”吗？ 值得关注的
是，自潘秋生上任以来，加码线上
渠道成为上海家化扭转“营业收

入、净利润双降”局面以及使佰草
集摆脱亏损的重要方式。今年一季
度，上海家化旗下玉泽、高夫、美加
净和佰草集等品牌频繁出现在各
大美妆博主的直播间。

上海家化向线上渠道“砸钱”
的成果已经体现在一季度业绩的
增长上，但需要关注的是，上海家
化目前还处于大手笔投入阶段。根
据一季度业绩报告，上海家化一年
内到期的非流动债务是 1.64亿元，
同比增加 1507.94%。

一直以来，依靠百货商场“打
天下”的上海家化，销售优势都在
线下渠道。线上渠道的大手笔投入
是否会造成线下渠道被“冷落”？ 对
此，上海家化方面表示：“我们并非
不投入线下渠道，只是投入方式发

生了变化，比如我们和经销商合作
的云店就是一种新的模式。 ”

值得关注的是， 一季度收入、
净利润双增长的上海家化，其股票
依然被明星投资人减持，这在一定
程度上也说明了资本市场对其未
来业绩的担忧。 根据一季报披露的
股东情况，明星投资人冯柳管理的
高毅邻山 1 号远望基金减持了上
海家化 1380 万股， 持股由 3.51%
降至 1.47%，由公司第二大股东退
居第七。

对于未来发展，上海家化方面
表示：“公司建立了基于消费者洞
察的方法论，通过对消费者需求趋
势的判断， 发现行业品类发展机
会，并确定了差异化的品牌发展策
略，如将佰草集、双妹、玉泽、典萃

等护肤品类归入快速发展品类，并
投入更多资源。 ”

按照 2020 年
的产量和消费量计
算， 目前我国牛肉
的自给率为 76%，
国产牛羊肉分别还
有 212 万吨、35 万
吨的产需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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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民有望体验自动驾驶

4 月 23 日， 深圳市智能网联汽
车道路测试联席工作小组发出首张
《智能网联汽车应用示范通知书》，深
圳元戎启行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元戎启行）成为第一家能够在深圳开
展自动驾驶载人应用示范的企业。根
据规划，该企业将从小区域定向邀请
开始， 逐步扩大载人应用示范规模，
在今年年中于深圳市中心向公众开
放自动驾驶出行服务。

自 2019 年年初成立以来， 元戎
启行已在深圳、武汉、杭州等核心城
区的公开测试道路上累计安全测试
超过 100万公里。 元戎启行副总裁刘
念邱表示：“2020 年， 元戎启行已经
分别在武汉和厦门开始了自动驾驶
的载人载货应用。针对今年在深圳的
自动驾驶应用示范，我们已从智能网
联汽车应用示范工作方案、 应急预
案、 保险保障等方面做好了充足准
备，欢迎广大市民前来体验。 ”

（陈晓玲 本报记者 智文学）

桂林罗汉果茶亮相茶博会

4 月 23 日-25 日，2021·广西（桂
林） 茶产业展销博览会在桂林举行。
博览会开幕当天，茶博会组委会通过
线上线下的形式举办了桂林罗汉果
茶专场推介会。

广西农业农村厅一级巡视员郭
绪全表示，永福县、临桂区等罗汉果
主产区农民年人均增收 1000 元以
上，罗汉果产业已成为实施乡村振兴
战略的特色支柱产业。 据统计，2020
年，广西罗汉果产业集群覆盖区域总
种植面积为 29.84 万亩，种植基地面
积 25.96 万亩，占全产业种植面积的
87% ； 罗汉果产业集群产量达到
20.38 万吨，全行业实现总产值 99.94
亿元，实现了罗汉果绿色振兴、质量
振兴和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蒙源谋 张镇中 本报记者 彭丽芳）

厦门将启动五一线上小吃节

五一假期即将来临，为打造“同
安小吃”地域特色美食文化，让大家
吃得放心、安心，厦门同安区市场监
督管理局日前举行了“同安小吃”集
体商标授权仪式， 共有 20 家同安本
土小吃商家参与。 此外，同安区市场
监督管理局努力探索新模式，将美食
搬到线上，打造“同安美食信用监管
平台”，同时举办线上小吃节。

值得期待的是，同安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汲取去年成功举办首届“同安
小吃节”的经验，今年五一假期将依
托“同安美食信用监管平台”小程序
举办线上小吃节。平台将邀请本土同
安名小吃商家优先重点上线，帮助其
进行推荐展示，以“同安乡味”解“同
安乡愁”，打响同安小吃的知名度，拉
动同安餐饮经济发展。
（赖登宇 颜祥子 本报记者 钟瑜）

黔货出山文创产品受青睐

日前，在“多彩贵州·度假康养胜
地”2021 年贵州旅游主题推介活动
重庆站现场，一款“爽爽贵阳”系列文
创产品被前来观展的市民几乎“买断
货”。 参展商贵州瑞泰文化旅游发展
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是该
公司采用非遗元素开发的系列文创
产品。

据介绍，该公司开发的文创“黔
货出山”品牌，集合了贵州的非遗手
工艺、名优土特产和衍生文创。 本次
参展的一款丝巾采用的就是当下最
火的“爱马仕橙”加上贵州苗族妇女
衣服上的蝴蝶、锦鸡、鱼、枫树等图案
元素的组合。该公司董事长吴佳俊透
露，除线下门店外，文创黔货下一步
还将开拓线上销售平台，最终实现线
上线下联通，将文创黔货产品打造成
为“黔货出山”的亮丽名片。

（本报记者 谢忠义）

� � � �大庆市让胡路区钻井公司（以下简称钻井公司）于 2021 年 4 月 1 日，经大庆市让胡路区
人民法院（2019）黑 0604 民破 1 号之六民事裁定书，裁定批准钻井公司重整计划，终止重整程
序。 按照重整计划的内容，现面向社会公开邀请战略投资人，在公平、公开、公正的原则下，选
择适合的投资人参与重整计划的执行。

一、债务人的基本情况
钻井公司于 1994 年 6 月 22 日在大庆市让胡路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登记设立，主要从事石

油天然气钻井工程施工、油气田开发、固井压裂、路桥施工、石油专用管等生产经营。 拥有
ZJ70 等石油钻机 50 部，固井、压裂、运输车辆 120 多台，机械加工等配套设施齐全。

二、意向重整投资人的报名条件
意向投资者应具有按照《大庆市让胡路区钻井公司重整计划》执行的资金实力和管理经

验，能够采用先进的经营理念和规范的治理模式，促使钻井公司恢复正常的生产经营，促进
公司长足发展。

三、投资人报名时需提交的材料
请意向投资者将以下材料加盖公章并以扫描件形式发送至后附邮箱。
1.意向投资者简介；2.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3.企业法人代表或负责人和联系人身份

证；4.联系人授权委托书。
四、报名时间：自公告之日起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 24 时。
五、联系人及方式：联系人：徐宝良；联系电话：0459-6726777、13936911133；邮箱：xubao-

liang2007@163.com；邮寄地址：黑龙江省大庆市让胡路区喇嘛甸镇东华集团办公楼九楼。
有意向的投资人在报名后，可向我公司联系人索取重整计划的详细内容。
特此公告。

大庆市让胡路区钻井公司
二〇二一年四月六日

大庆市让胡路区钻井公司重整投资人招募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