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顺丰控股、申通快递

3月份快递业务实现增长

□

本报记者 李慧敏

顺丰控股、申通快递4月18日晚披露3月

份快递服务业务经营简报。 顺丰控股速运物

流业务3月份实现营业收入71.61亿元， 同比

增长28.2%； 实现业务量3.27亿票，35.12%。

申通快递3月份实现快递服务业务收入13.34

亿元， 同比增长33.77%； 完成业务量3.84亿

票，同比增长2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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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09 年补贴政策试点推广以来， 我国新能源汽车行

业蓬勃发展，新能源汽车累计销量由 2011 年的 7,577 辆快

速增长到 2017 年的 77.7 万辆，目前已超过美国成为全球领

先的电动汽车产销国。 不过，当前中国市场上销售的新能源

汽车大多以低端车型为主，2017 年 A00 和 A0 级微型车合

计市场占比高达 59%。 微型车各技术指标差强人意，普遍续

航里程在 150-220 公里之间，电池容量平均 20kwh,难以

满足消费者日益多样化、高端化的消费需求。

为推动产业升级， 国家有关部门于 2 月 13 日发布了

《关于调整完善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财政补贴政策的通

知》，其中对车辆续航里程和动力电池的能量密度提出了更

高要求。 在汽车补贴退坡的背景下，新政体现了发展高端车

型、高密度电池，抑制低端产能挤占市场的思路。 在此影响

下，具备核心技术优势和全球化资源整合能力的高端智能电

动汽车制造企业有望迎来新的发展机遇。

目前在高端智能电动车制造领域， 众多新能源企业在电

机、电控、智能驾驶技术等领域研发力量薄弱，现阶段主要专注

于低端车型或油电混合动力车型的开发和制造，转型升级任重

而道远。 在汽车制造升级和高新技术加速融合的产业背景下，

从“生产主导”到“技术引领”成为 EV 行业关键命题。

美国西部时间 3 月 28 日，SF�MOTORS （以下简称

SF） 公司这家具有中国资本背景的智能汽车全球企业在硅

谷举行全球发布会， 宣布已全面完成了对核心电驱动技术、

智能驾驶技术的自主研发以及整车智能制造技术的落地，并

带来了两款全新智能电动 SUV。

与国内新能源主力车型相比，SF5 和 SF7 在各项参数

和关键技术上均明显突破： 业内首个四电机驱动技术平台，

最大可提供超过 1000 马力的动力， 在 3 秒内达到 0-60 英

里加速度；续航里程突破 500 公里；自主开发的电子控制单

元能够通过先进的算法实现动力系统的瞬时控制，因此车辆

控制模块可以实现四轮驱动的扭矩矢量分配；在智能驾驶技

术方面，则采用了激光雷达，可实现全天候、全路况精准监测

与反馈。

既不同于传统车企对于燃油动力技术的欲拒还迎，也与

新兴车企缺乏制造技术积累的风格迥异，这家致力于为全球

用户提供高性能智能电动汽车的硅谷企业，自诞生之时就极

为重视核心技术与制造能力的并重发展。

SF 公司组建了以首席技术官唐一帆为首的豪华电动汽

车团队，以硅谷为总部设立电驱动、智能驾驶研发中心，并在

美国、德国、中国、日本四个国家就设计、技术及工程等多领

域建立了独立的研究中心。 同时，加强和外部研究机构的合

作，与美国密西根大学签署了长期战略合作协议，并成立了

密西根大学—SF�MOTORS 联合研究中心， 双方重点研发

方向是智能驾驶技术，开设了全球首个专门用于测试互联和

智能驾驶系统的虚拟场景。

作为刚刚成立 2 年的新兴车企，实现高端智能电动汽车

的规模化生产其实是更为艰巨的挑战。 正如 SF 公司创始人

兼首席执行官张正萍（John�Zhang）所说：“造一辆概念电

动汽车并不难， 但大规模生产高质量电动汽车却不简单，SF�

MOTORS 正在改变这个局面。 ”

SF 公司通过整合、升级生产基地，充分利用主创团队及

资方在汽车市场深耕所积累的垂直化、规模化、平台化造车

经验与资源支持，来迅速实现智能电动汽车的规模化产能。

目前，SF 公司在中美两大市场都具备独立的制造能力

和生产资质，两地工厂同步采用工业 4.0 标准和统一制造流

程，车身车间和质量控制中心实现 100%全自动化，具备年

产 20 万台电动汽车的能力。

事实上，SF 公司并不满足于现阶段在核心技术和智能

制造方面取得的全球优势。 产业与技术的快速迭代，对企业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要实现高质量低成本生产，就必须提高

产业链的效率，以规模化来降低成本；而技术的快速升级迭

代，又要求产业链保持较高的灵活性与可适应性，二者本身

就是一对矛盾。

张正萍对此提出了 SF 公司的解决方案———技术共享和

开放合作的全新商业模式。 通过对领先技术共享，建立开放

的产业链合作机制，与所有致力于智能电动汽车产业发展的

志同道合者共同携手，实现技术的快速迭代与应用，推动 EV

领域的产业链资源整合及整体快速发展。

目前，SF 公司已和博世、英飞凌、三星 SDI、LGC 等全球

一流供应商形成了战略及业务关系， 与杜尔、 西门子、AFT

等全球顶级装备制造商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同时与密西根大

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BAT 等科研机构及技术型公司开

展合作。本次发布会还吸引了中国和欧洲知名整车企业的高

度关注，如东风、长安等。

新能源汽车产业未来发展空间巨大，但在政策效应逐渐

减弱的环境下，新能源汽车今后几年无疑将面临大考。 由政

策驱动转向市场驱动，企业实力与产品优势的比拼才刚刚开

始。 SF�MOTORS 在智能、电驱动技术方面率先建立领先优

势，同时在其首推的 2 款新品之上，性能、设计、智能驾驶等

方面已经呈现出“智能电动汽车” 应有的引领性与颠覆性，

以中高端汽车为支撑的新能源汽车“品质革命” 正在到来。

行业高级分析师认为， 新政正在推动行业加速洗牌，准

入门槛提高是大势所趋，新能源产品标准将真正与传统燃油

汽车同台竞技。新能源汽车行业将告别“野蛮生长” ，迎来一

轮“品质主导”的全新洗牌。

“技术 +制造” 先行

SF�MOTORS切入新能源蓝海

－CIS－

今年以来多家教育类公司赴海外上市

□

本报记者 蒋洁琼

今年以来，国内教育行业公司海外资本化加

速。 3月下旬，尚德机构、精锐教育分别在纽交所

上市，中国新华教育在港交所上市。 Wind数据

显示，目前，港股已有多家教育行业公司提交了

招股书， 赴港IPO的内地教育公司数量不断增

加，教育类公司掀起新一轮海外上市潮。

分析人士认为，教育类公司今年海外上市加

速的原因主要是去年的再融资新规、减持新规等

延缓了A股教育公司整体并购速度。 且海外市场

IPO审核时间较短，估值经过一段时间的修复后

将逐渐缩短与A股的差距。 此外，港股通作为内

地资金连通港股标的重要桥梁，内地投资者也可

通过港股通释放投资需求。

多家教育公司在海外上市

今年以来，国内教育行业公司海外资本化加

速。 3月下旬，尚德机构、精锐教育分别在纽交所

上市，中国新华教育在港交所上市。

Wind数据显示，截至中国证券报记者发稿

时，港股目前已有益达教育、希望教育、华图教

育、春来教育、天立教育、华立大学、博骏教育等

多家教育行业公司提交了招股书。

分析人士认为，教育板块在2015年-2016年

迎来国内市场的整合潮后， 于2017年开启了海

外市场上市潮，并2018年开始加速。

上述公司中，益达教育主要为学生开发及销

售软件产品，以应对实务培训要求，以完成有关

创业、供应链管理、物流及其他业务相关学科的

课程。 公司亦开发及按订购基准销售云端软件。

希望教育在四川、 贵州和山西三省运营8所

院校和1所职业学校， 其中包括3所大学和5所大

专院校。 根据弗若斯特沙利文报告，以截至2017

年12月31日就读普通高等教育的学生人数计算，

希望教育是全国第二大的民办高等教育集团。

春来教育旗下有商丘学院、安阳学院、商丘

学院应用科技学院（商丘学院开封校区），并参

与投资了长江大学工程技术学院。

财务数据显示， 益达教育2017年营收为5211

万元，毛利为4478万元；2016年营收为4235万元，

毛利为3613万元；2015年营收为2705万元，毛利为

1754万元。希望教育2017年营收为7.52亿元，2016

年同期为6.14亿元， 增长率22.5%；2017年毛利为

3.60亿元，2016年同期为3.09亿元， 增长率19.2%。

春来教育截至2017年8月31日的年度收入为4.6亿

元，经调整净利润为1.547亿元；截至2016年8月31

日的收入为3.786亿元，经调整净利润为8818万元。

华图教育则于今年2月自新三板终止挂牌

以后，正式于3月转投港股。 华图教育此前曾通

过IPO、被并购等方式多次冲击A股失败。 财务

数据显示， 公司2017年上半年实现营收和净利

润分别为11.57亿元、2.65亿元，2016年实现营收

和净利润分别为19.21亿元、3.56亿元。

原因五花八门

目前，A股的“纯”教育公司较少，多数上市公

司在转型过程中通过并购布局教育产业， 一些优

质的教育公司也借此机会实现资本化。 但近年来，

这一路径并不畅通。 Wind数据显示，2016年A股

上市公司完成14起标的为教育服务行业的并购交

易，2017年为9起，今年以来还没有相关标的。

分析人士认为，教育类公司今年海外上市加

速的原因主要是去年的再融资新规、减持新规等

延缓了A股教育公司整体并购速度。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以来，相关教育资产带来的

商誉减值也引起市场关注。 以拓维信息为例，2017

年业绩快报显示， 公司2017年实现营业总收入

11.18亿元，同比增长8.71%；公司营业利润、利润总

额及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依次为6,

815.90万元、6,955.88万元、6,616.76万元， 分别较

上年同期下降65.33%、69.42%、68.72%， 主要系公

司2015年收购的子公司火溶信息和山东长征本年

度业绩未达预期，并相应计提商誉减值的影响所致。

业内人士介绍，虽然《民办教育促进法》正

式实施，但短期内对行业利好有限。 短期内预计

较难出现大批量的教育公司在A股直接上市，尤

其是重资产的学历学校。 对比海外市场，2017年

多家教育公司成功在海外直接上市，为后续教育

公司登陆资本市场提供了借鉴。

业内人士还表示，海外市场IPO审核时间较

短，相关公司的估值经过一段时间的修复也将逐

渐缩短与A股的差距。 此外，港股通作为内地资

金连通港股标的重要桥梁，内地投资者也可通过

港股通释放投资需求。

分析人士认为，近期IPO发审率偏低加大了

教育公司A股上市难度，短期来看，海外市场成

为教育公司上市的首选，其中教育培训机构以美

股IPO为主、学历学校（可提供学历的学校，如民

办大学）以港股IPO为主。

产业整合趋势明显

就上市以后募集资金的用途， 多家公司都已

扩张业务，抢占市场为主。 春来教育此次募资将主

要用于扩张学校设施及招生规模、 提高市场占有

率、偿还部分贷款以及企业运营。 益达教育表示，

在香港上市以后，会更加关注产品和销售渠道、提

高产品开发能力、拓展销售网络、增加营销投资。

兴业证券数据显示，中国家庭教育消费意愿

强烈，家庭教育消费支出占比不断攀升，2015年

达11.4%，市场对高质量的教育产品及服务需求

旺盛。 2017年，家庭文教娱乐支出达3.5万亿，是

2007年的4倍，年复合增长率达14%。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数据显示，

2017年， 我国家庭教育总支出超过1.9万亿，占

GDP比重达2.3%，预期至2020年，教育市场规模

将增长至3.2万亿。

尚德机构创始人欧蓬表示，教育产业整合具

备投资机会。“比如中国的自考行业，市场份额很

分散。 2018年，教育行业将从小散乱弱进入到洗

牌整合期，整合会成为产业发展的主旋律，精品

内容和运营企业的头部溢价效应会愈加明显。 ”

分析人士认为，我国教育产业已经进行了一

系列的整合，但整体还是较为分散，细分领域公

司规模优势、标准化优势并不明显。接下来，行业

在快速发展的同时，整合趋势还将加速。

174种新能源车型将亮相北京车展

□

本报记者 崔小粟

两年一度的2018北京国际车展将在下周开

幕。 官方发布的信息显示，本届北京国际车展吸

引了来自全球14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参展

商，共展示汽车1022辆。 其中包括新能源汽车车

型174种，其中自主品牌新能源汽车车型124种。

业内人士认为，由于双积分政策已开始实施，

新能源汽车补贴新政也将于6月施行，在产业政策

的指引下，各大车企的电气化战略愈加清晰，车展

中新能源汽车集中亮相预示着从2018年起， 各家

车企的新能源汽车将真正从战略规划走向落地。

新能源汽车集中落地

根据北京国际车展官方信息，今年的参展商

除了宝马、大众、奥迪、福特、福特等跨国公司，一

汽、东风、长安、上汽、广汽、吉利、北汽等众多国

内汽车生产商也将同台竞技。

自主品牌方面， 上汽荣威全新纯电动车型

Marvel� X即将在车展上首发亮相。 该车型采用

荣威Vision-E� Concept概念车的设计元素，其

定位或将高于荣威RX5。 在动力方面，该车搭载

三台永磁同步电机，配备三元锂电池组。

长城汽车WEY� P8将在本届车展上市。P8是

首款搭载长城汽车自主研发的Pi4插电混合动力

系统的中型SUV。 综合最大续航里程为660km，

百公里综合工况油耗为2.3L，纯电模式下最大续

航为50km，最高车速130km/h，采用12.96kWh

的三元锂电池组，最快充电时间为4小时。

北汽新能源EU� 5将于本届车展期间上市。

新车是根据全新绅宝D50打造而来的纯电动车

型，定位于紧凑型纯电动车，新车最大的亮点是

续航里程或将达到500公里。

总体来看，就目前厂商公布的新能源展出名

单来看，展出车型主要有高续航、高颜值、高性

能、高智能化等特点。 分析人士表示，2018年作

为新能源汽车的产品大年，无论是续航、动力性

能、电池容量、核心技术还是参展品牌，今年的北

京国际车展都是多年来我国自主品牌的新能源

汽车发展的集中成果展示。

造车新势力崛起

造车新势力也将在今年北京国际车展发力。

蔚来、奇点、爱驰、威马、拜腾、欧拉、云度及江淮

大众等将首次登陆车展。

威马EX� 5将亮相车展并于4月份正式上

市，该车续航里程将达450公里。 动力方面，威马

EX5采用纯电动驱动，最大功率125kw。 智能车

联方面，威马EX� 5�将配备12.8英寸大尺寸中控

屏，同时搭载车窗智能交互、旋转式智能触控大

屏以及动态logo等创新科技，结合“威马ID” 用

户系统，可以实现从人到车和服务的高效率数据

绑定， 使用户在不同的威马终端及业务环节中，

拥有一致性的智能化产品体验。

在车展上亮相的蔚来ES6定位为5座SUV，

续航里程将超过500公里。动力方面，蔚来ES6或

将配备容量为70kWh的电池组， 该电池系统采

用全球最领先、能力密度最高的VDA方形电芯，

具有更安全可靠的特性， 使用循坏寿命高达

2000次， 是18650电芯的3倍。 智能车联方面，

ES6将搭载NOMI自动辅助驾驶系统，集强大的

车载计算能力和云计算平台于一身。

中金公司分析称，本届车展的新能源产业链

相对有较多电子等非传统厂商的参与身影。供应

链不仅仅是传统企业展出，还有电池技术、充电

桩充电站技术、电力驱动和电力传动等级技术的

供应商参展。 未来，零部件将受益于汽车的电动

化、智能化，有望迎来“类苹果产业链” 机会。

鱼价景气

水产饲料行情引关注

□

本报记者 常佳瑞

近日， 多家水产饲料企业的

相继提价，引发行业对水产饲料

相关行情的关注。 从业绩来看，

水产饲料龙头集团一季度获利

颇丰。

分析人士指出， 前期原料价

格大幅震荡直接刺激饲料企业涨

价， 另一方面水产品的价格上涨

带动水产饲料行业高景气，5月进

入行业传统旺季， 水产饲料销售

或将“旺季更旺” 。

盈利丰厚

近日，海大集团多家子公司宣

布饲料提价。 相关数据显示，4月

10日海大集团子公司广州海维正

式宣布饲料涨价，其中颗粒料上调

4元/包， 普通膨化料上调3元/包；

高档膨化料价格保持不变。 4月

11-12日， 海大另一公司以及通

威、澳华、恒兴等水产饲料厂商也

纷纷跟进提价。

海大集团发布的业绩预告显

示， 预计第一季度盈利9250.35万

元至1.10亿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

60%-90%。 公司表示，2018年一

季度， 公司饲料销量保持高速增

长，产品结构持续优化，高技术、高

毛利产品占比进一步提升，且在原

料采购上保持在行业内的采购成

本优势， 均利于提高公司的毛利

率。 同时，公司上一年收购大信集

团及公司在华中、华东和华北等区

域的新设项目进展较为顺利，产能

逐步释放，进一步提高公司的市场

占有率及销量，带动公司营业收入

和利润稳步增长。

长江证券指出， 水产饲料行

业高景气是海大集团一季度业

绩高增长主要原因。 由于鱼价的

高景气行情，今年以来养殖户投

放鱼苗以及投料的积极性大幅

提升。

由于鱼、虾等绝大部分水生

动物的最佳生长温度在20-30℃

之间， 因此，5-10月成为水产饲

料的生产销售高峰期，其余时间

通常为水产饲料淡季。 但是今天

三月份气温好转，投苗时间较去

年有所提前，公司水产料销量一

季度起即开始进入快速增长期。

长江证券预计，海大集团3月

份单月水产料销量同比增长即超

过40%， 高端膨化料销量增长预

计超过50%。 一季度整体来看，预

计公司水产料销量同比增长约

20%-30%，高端膨化料增长超过

30%， 同时产品结构的优化也使

得公司水产饲料的毛利率进一步

提升。

景气延续

今年年初以来，鱼价延续去年

高景气行情。中国水产频道数据监

测显示，由于5月1日开始，黄渤海

伏季休渔期开始，近期海鲜价格暴

涨，鲳鱼70元/斤，梭子蟹120元/

斤，膏蟹260元/斤。 有水产收购商

表示，水产品市场已经在囤积海鲜

应对未来的缺鱼状态，淡水鱼或将

迎来价格上涨契机。

2018年2月，相关部委发布的

《2018年渔业渔政工作要点》确

定，2018年完成水产养殖禁养区、

限养区的划定， 预计人工养殖替

代自然捕捞、 水产饲料替代冰鲜

将加速。 建设一批种质资源场、育

种创新基地和品种测试，推进国家

海洋渔业种质资源库建设。

在此背景下， 中泰证券分析

师预计， 受益于消费升级和环保

治理， 今年整体的禁渔期范围扩

大、时间延长，淡水家鱼整体供应

量增长有限， 而名优鱼类和虾蟹

类水产品的需求持续爆发增长，

这两年水产品价格有望保持高位

运行。

长江证券分析师也指出，预

计水产品供给偏紧将持续较长

时间，鱼价行情或保持长时间景

气，由于水产品投喂率范围在1%

-5%之间，因此水产品价格上涨

将带动养殖户提高饲料投喂量。

此外，分析师还指出，由于

原先湖泊和水库养鱼对于饲料

需求量较小，若后期产能转往池

塘养殖，其对于饲料的用量将进

一步提升，从而带来水产饲料的

渗透率的增长，行业规模或将出

现扩容。

中通客车

将获23亿元国家补贴

□

本报记者 蒋洁琼

中通客车4月18日晚间发布公告称，公

司于当日收到聊城市财政局《关于下达国家

补助2016年度新能源汽车推广补贴清算资

金预算指标的通知》（聊财建指 [2018]14

号）的通知，根据该通知的要求聊城市财政

局将转支付公司应收2016年度国家新能源

汽车推广补贴款23.04亿元。 公司表示，本次

款项将直接冲减公司应收账款， 该笔资金到

账后， 将改善公司的现金流量， 减少融资成

本，对经营业绩产生积极的影响。

东方金钰

拟17亿元收购资产

□

本报记者 崔小粟

东方金钰4月18日晚间公告，公司拟通过

全资子公司宏宁珠宝以现金方式向兴龙实业

收购金龙房地产100%股权， 交易对价为6.08

亿元。 公司拟通过全资子公司宏宁珠宝以现

金方式向金星房地产收购其拥有的瑞丽金星

翡翠珠宝交易市场，交易对价为7.86亿元。 公

司拟通过全资子公司兴龙珠宝以现金方式向

泰丽宫珠宝收购其拥有的泰丽宫珠宝市场，

交易对价为3.3亿元。 本次交易初步作价总额

为17.3亿元。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产业

链将向珠宝加工以及珠宝零售等领域拓展。

鞍钢股份

一季度净利增48.74%

□

本报记者 蒋洁琼

鞍钢股份4月18日晚间披露2018年一季

报称， 公司2018年一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215.13亿元，同比增长11.06%；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5.9亿元， 同比增长

48.74%；每股收益0.22元。

公司在一季报中表示，本报告期营业利润、

利润总额、净利润、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比上年同期增加， 主要原因是公司围绕生产

经营目标，坚持稳中求进，产量实现新突破；不

断提高产品质量水平和品牌建设， 产品结构持

续优化；加强差异化采购工作，调整优化原燃料

用料结构和深入推进系统降本工作， 生产成本

不断降低；在企业内部实行契约化经营，不断激

发经营动力，实现效益、效率双提升。

腾讯进军文档办公领域

□

本报记者 董添

4月18日， 腾讯推出专注多人协作的在

线文档产品腾讯文档。据了解，腾讯文档拥有

一键翻译、 实时股票函数和浏览权限安全可

控等智能化操作，以及打通QQ、微信等多个

平台编辑和分享的能力。

腾讯方面表示，腾讯文档的推出，标志着腾

讯正式进军文档办公领域， 腾讯文档将帮助提

升个人办公的效率和质量， 将用户的办公场所

从办公室和电脑前向移动化、多端化拓展，帮助

团队高效整合办公，极大丰富了协作办公场景。

腾讯公司副总裁殷宇表示，“在线文档

的核心是多端在线协同，协同的本质即社交，

而社交恰恰是腾讯一直在做的和最擅长的事

情。 腾讯文档打通QQ、微信，为国内四亿办

公群体提供高效办公体验。 ”

百利电气控股股东

混改方案通过审核

□

本报记者 崔小粟

百利电气4月18日晚公告， 百利装备集团

拟通过增资扩股方式，对其全资子公司天津液

压集团（百利电气控股股东）进行混改。 目前，

天津液压集团混改方案已完成天津国资程序

审核，拟通过天津产权交易中心，公开择优选

择两名战略投资者对天津液压集团进行增资

扩股。 拟引入的两个战略投资者各占总股本的

39%和21%， 占39%的投资者投资约25.47亿

元，占21%的投资者投资约13.71亿元。

公司称，通过本次混改，液压集团股权从

国有独资变为协调运转、 有效制衡的法人治

理结构，同时引入的约39.18亿元资金为液压

集团的转型升级、提质增效奠定基础。公司股

票19日复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