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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江旅游：独克宗火灾对公司影响不大

公司称，火灾不会对香巴拉月光城建设及后续运营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证券时报记者 李俊华

近日香格里拉独克宗古城发生

火灾，初步统计，大火造成古城数

百栋房屋损毁。 这次火灾对丽江旅

游（

002033

）有何影响，成为投资者

普遍关心的问题，为此证券时报记

者采访了丽江旅游证券部相关工

作人员。

丽江旅游证券事务部工作人员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称：“公司目前的经营

业务均位于丽江， 故本次独克宗古城

火灾不会对公司现有业务产生任何不

利影响。同时，火灾亦不会对香巴拉月

光城项目的建设及后续运营产生重大

不利影响。 ”

该工作人员表示， 火灾对公司影

响不大的原因有三：

一、香巴拉月光城项目选址在独

克宗古城旁边，未受到本次火灾的影

响，该募投项目主体建设仍处于前期

准备阶段， 预计

2016

年方能完成项

目建设运营；二、根据与当地政府部

门沟通情况来看，独克宗古城大部及

周边区域的核心旅游资源仍然保存

完善，火灾对独克宗古城及周边区域

旅游接待的影响主要为短期影响，预

计随着古城旅游商业秩序、接待能力

和受灾区域的重建，景区游客接待数

量将相应恢复；三、近年来国内峨眉

山、九华山等景区相继受灾，从灾后

旅游市场的恢复情况看，在核心旅游

资源及相应配套未受实质性影响的

情况下，旅游业系灾后重建中恢复最

快的行业之一。

据了解， 本次火灾的起火点位于

古城中下段的如意客栈， 周边主要为

民房、商铺、基础设施等，为本次火灾

的主要受灾对象。而龟山公园、红军长

征纪念馆、古城博物馆、月光广场等古

城其他核心资源景观未受到本次灾害

影响。 此外，四处文物保护单位中，也

仅州级文物保护单位铸记商铺受灾较

为严重。

据称， 香格里拉县的旅游资源丰

富，全县目前已查明的大小景区有

76

个，海拔在

4000

米以上的雪山有

470

座； 林海中分布着为数众多的高山湖

泊；另有举世闻名的虎跳峡、号称“小

布达拉宫”的松赞林寺、长江第一湾田

园风光及中国最大的华泉台地———白

水台及下给温泉、天生桥温泉、上桥头

温泉等。

此次受灾的独克宗古城， 系游

客至香格里拉游览香格里拉大峡

谷、松赞林寺、普达措国家公园等景

点行程的组成之一， 影响范围仅涉

及短期游客参观游览点调整， 尚不

构成对香格里拉旅游目的地选择的

调整。

学习小米好榜样 手机商争推子品牌

证券时报记者 张昊昱

如今不搞个子品牌， 还真不好意

思说自己是国产手机一线厂商。 酷派

推出电商渠道销售的“大神”手机，13

日在京东商城及酷派官网首发合计推

出 7 万台，一上午便被抢光。近日天语

也携全新手机品牌 Nibiru， 投身竞争

日益激烈的国内手机市场。

尽管比不上“中华酷联” 的行业

地位，但天语也非泛泛之辈，阿里巴巴

此前推出的“阿里云” 手机合作方就

是天语。 在天语加入建立子品牌的大

潮后， 基本上目前国内知名的手机厂

商都实现了子品牌布局， 包括华为的

“honor” 、中兴的“Nubia” 、酷派的

“大神” 、联想的“VIBE” 等。

从字面上看，这些子品牌的命名

方式各异，有的瞄准科技感，有的来

自网络流行语，有的立意“高大上” 。

让人眼花缭乱的品牌名称背后，厂商

却有着异口同声的表态：立足电商渠

道，以互联网运作方式建立新的品牌

起点。

子品牌层出不穷，折射出国内手

机厂商近年来的焦虑，这其中小米是

绕不开的话题。 当出生仅 3 年的小米

手机打着高性价比的旗号、以互联网

作为主要销售渠道，在去年实现销售

手机 1870 万部、 销售额 316 亿元的

时候，想必许多竞争对手都会羡慕嫉

妒恨。

不过小米甩掉线下渠道、 轻装上

阵的模式， 却是国产手机厂商难以效

仿的。此前，国产手机厂商作为三大运

营商最紧密的合作伙伴， 依靠质量稳

定、出货量大的定制机，在市场上占据

着较高的份额， 但这也意味着它们和

线下渠道已经捆绑在一起， 无法轻易

脱身。 同时，多年来的定制机路线，让

国产手机在消费者心目中的印象逐渐

固化为“充话费就能送的手机” ，品牌

形象大打折扣，即便是华为的“世界

500 强” 光环，也不能给手机带来多少

品牌溢价。可以说，国产厂商想要在移

动互联网时代有一番作为， 原来的品

牌形象逐渐成为沉重的包袱。

于是， 争相推出子品牌便似乎成

了国产厂商的一致出路。 从各家厂商

几乎不约而同地宣称新品牌是“电商

品牌” 、要主攻线上渠道，不难看出，它

们正“偷师” 小米的互联网营销方式。

小米是个好榜样， 但建立子品牌

只能算国产厂商有样学样的第一步。

小米的闪光点很多： 其社区论坛是粉

丝的聚集地，供粉丝们讨论、测评、提

供建议， 目前帖子数量已经达到 1.4

亿个； 几个创始人每天在微博上和粉

丝们互动，雷军更是成了小米发言人；

小米的开发MIUI，是目前市场上非常

流行的安卓手机 Rom（手机上的操作

系统）……简而言之，培养铁杆粉丝、

开发出优秀的 Rom，这是许多国产厂

商更需要下功夫的地方。

伊立浦聘德籍专家任总经理

布局通用航空

证券时报记者 刘莎莎

昨日，伊立浦（

002260

）召开董事

会， 聘任德国籍专家朱家钢为公司总

经理， 具体负责公司日常经营管理工

作，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提升公司主

营业务发展， 积极落实通用航空战略

规划。

据介绍， 朱家钢曾先后就读于南

京大学化学系、 香港理工学院建筑暨

测量系、德国曼海姆大学，不仅掌握高

新科技领域的多学科专业知识， 也精

通中、英、德等多国语言。

朱家钢在欧洲工作多年， 曾经

是德国

ABB

工业自动化集团、联合

铝业集团及奥地利斯太尔动力等

科技巨头的高管， 在罗兰贝格、伊

敏哲等国际著名管理咨询机构担任

过要职。

业内人士分析， 从个人教育背景

及工作履历可以看出， 朱家钢具备扎

实的跨国企业管理经验以及广泛的行

业人脉， 特别在高新科技领域大型跨

国企业履历丰富。

上述业内人士还称， 结合之前伊

立浦宣布全面提升公司核心价值，进

入通用航空产业， 研制新一代共轴双

旋翼直升机、无人机的战略规划，不难

看出伊立浦的“航空梦”正有序推进，

新年伊始即发力通用航空产业布局，

通过对跨国高端人才的聘任来助推公

司业务发展。

友阿股份大股东欲投40亿

岳阳建综合体

证券时报记者 文星明 邢云

1

月

14

日，友阿股份

(002277)

大

股东友阿集团就投资岳阳市东茅岭

商业步行街南辅道片区旧城改造项

目一事正式签约。 项目将投资约

40

亿元，拟建设为城市综合体，包含百

货商店、五星级酒店、

CBD

商务中心、

美食餐饮城、城市公馆、商业内街、文

化休闲广场等， 总建筑面积约

40

万

平方米。 项目建成后，将成为岳阳市

标志性建筑。

据介绍，该项目位于岳阳市东茅

岭片区， 东茅岭街道办事处所属地

段，北临巴陵中路，南抵东茅岭南辅

道，东接得胜南路，西靠云梦路。 该项

目的建成，将极大地提升岳阳的商业

水准。 公司负责人介绍，上市公司友

阿股份将参与该项目的商业部分的

经营。

据称， 为改善岳阳东茅岭商业步

行街南辅道片区居民生活环境，提升

步行街商业氛围，根据岳阳市人民政

府《关于东茅岭商业步行街南辅道片

区旧城改造项目有关问题的会议纪

要》精神及城市总体规划，岳阳市启

动了东茅岭商业步行街南辅道片区

旧城改造。 项目的建设将为岳阳营造

一个全新的顶级商业中心，推动城市

商业发展。

新闻短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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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原食品 利润丰厚的“下里巴人”

成本优势效益显著，

毛利率水平领先同业

牧原主要的收入和盈利来源于商品猪和种猪的销售，

２０１０～２０１２

年以及

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公司的销售收入分别为

４．４５

亿元、

１１．３４

亿元、

１４．９１

亿元和

７．４９

亿元； 净利分别为

０．８６

亿

元、

３．５７

亿元、

３．３

亿元和

０．７６

亿元。 从经营成果上看，

２０１１

年

是公司收入和利润增长突飞猛进的一年， 一方面是由于

２０１０

年公司成功吸引世界银行旗下的国际金融公司（

ＩＦＣ

）出资并成

为其第三大股东 （持有公司

５．６６０４％

股权），

ＩＦＣ

的注资促进公

司规模上了台阶，生猪产能从

５０

万头增长到

１０５

万头；另一方

面，商品猪销售价格在

２０１１

年保持在相对高位；量价齐升共同

推动了

２０１１

年的繁荣。

２０１２

年

２

月全国商品猪市场价格开

始下滑，牧原

２０１２

年较

２０１１

年收入增长

３１．４２％

，主要是公司

当年出栏生猪数量较

２０１１

年大幅增加。

２０１３

年上半年，在本

轮“猪周期”景气下行最不利环境下，尤其是

４

月份，猪粮比当

时经常位于

６

：

１

的盈亏平衡点之下，表明绝大多数的养殖户已

经发生了亏损，而公司仍然实现了盈利，并且公司预计

２０１３

年

将实现净利润

３．０

亿元至

３．２

亿元。

图 1:近年来公司收入增长情况(单位:万元)

数据来源：公司招股书

图２：养殖户追涨杀跌引起猪周期波动

为进一步了解公司的盈利能力，我们选取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２

年

同行业商品猪毛利率数据进行比较，这段期间即包括生猪景气

期的

２０１１

年和猪价疲弱的

２０１２

年两个时点来观察公司的毛

利率水平，从披露的数据来看，牧原的毛利率水平均在已上市

同行公司之上，这说明公司的低成本优势在规模化养殖企业中

处于领先位置，从而使其在抗猪价周期性波动的能力上优于竞

争对手。

表 １：同业上市公司毛利率水平比较

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产品种类

新五丰（

６００９７５．ＳＨ

）

６．５６％ ２２．８６％ ７．６０％

内销生猪

罗牛山（

０００７３５．ＳＺ

）

１２．７６％ １６．９７％ －０．７２％

商品猪

雏鹰农牧（

００２４７７．ＳＺ

）

２６．２７％ ３４．２９％ １１．０６％

商品猪

大康牧业（

００２５０５．ＳＺ

）

－０．２２％ １４．４５％ １０．１２％

商品猪

行业平均值

１１．３４％ ２２．１４％ ７．０２％

牧原食品（

００２７１４．ＳＺ

）

２７．２３％ ３７．７７％ １８．３０％

商品猪

数据来源：公司招股书

多项成本优势来源相互增强，

有效筑高竞争壁垒

影响生猪养殖企业盈利持续和稳定的主要因素包括： 商品

猪和种猪的销售量、销售价格，以及小麦、玉米、豆粕等原材料的

价格， 疫病作为一个重要因素也会对利润造成一定的影响。 粗

略地看这四大类因素，由于生猪销售价格随行就市，企业能够施

展才能的方面好像只有通过资金投入构建规模以扩大销售量。

但在仔细地了解了牧原低成本的来源后， 我们发现促进其成本

降低的各项要素不仅来自自养一体化模式方面， 而且还藏在养

殖产业链的各个细节之中，这些领先要素之间相互协同、相互增

强，从而大大提高了其它竞争者的仿效难度，使公司的低成本优

势具备了持久性。 以下我们梳理牧原的各项低成本来源：

养殖模式优势：公司采用的是“自育自繁自养大规模一体

化”的自养模式，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主要采用的是“公司

＋

农

户”的模式或其衍生模式“公司

＋

基地

＋

养殖大户

＋

农户”模式、

“公司

＋

基地

＋

农户”模式。 与非完全自养模式相比，公司的自养

模式更有利于实施规模化作业，生产效率高；生产各个环节间

可以实现无缝对接，将个别生产环节不利的市场影响因素转化

为公司内部的管理问题，使得整个生产流程可控，增强了公司

抵御市场风险的能力。 自养模式不但减少了各环节间的交易成

本， 同时收获了各环节产生的毛利。

一体化经营的产业集群效益：在“自育自繁自养大规模一

体化” 的经营模式下， 公司形成了集饲料加工、生猪育种、种

猪扩繁、商品猪饲养等多个环节于一体的完整生猪产业链。 因

此，公司的销售毛利包含了饲料加工环节的毛利、生猪育种和

种猪扩繁环节的毛利、商品猪和种猪饲养环节的毛利。 比如：公

司具有饲料配方研发、饲料加工生产能力，从而有效减少了饲

料的包装、分拆、损耗等成本；公司拥有较强的生猪育种技术，

能够在不断提升核心种猪群的生产性能的前提下，不断自主扩

大核心种猪群规模，培育出性能更为优良的曾祖代种猪，从而

可避免重复大规模引进原种猪带来的成本。

饲料配方技术及科学饲喂技术：公司在传统“玉米

＋

豆粕”型

配方技术的基础上，研制了“小麦

＋

豆粕”型饲料配方技术，在饲

料营养中，小麦和玉米属于能量原料，因此它们具有一定的相互

替代性，并且小麦的蛋白质含量较玉米高，使用小麦一定程度上

节约豆粕等蛋白类原料的使用。 公司可以根据原材料的性价比

主动调整饲料配方中的主要材料， 从而有效降低饲料成本。 目

前，公司对保育猪、育肥猪、怀孕母猪、哺乳母猪等所处不同状态

的生猪已设计出

６

类

３２

种饲料配方，仅保育及育肥阶段就按其

不同的体重阶段制定了多达

１１

种配方。 通过如此精细化饲喂

技术，有效降低了料肉比，通常生猪每长一公斤肉需要

３~３．２

公

斤饲料，而公司单程料肉比（

６

公斤至

１１０

公斤）是

２．６

，远低于

行业平均水平，从而提高饲料报酬率，降低了成本。

图３：饲料市场价与牧原自产饲料成本差异

数据来源：公司招股书

地理优势，降低了原料采购成本：河南省是产粮大省，南阳

市更素有“中州粮仓”之称，是全省的农业大市，农业基础较好。

南阳市的主要粮食作物有小麦、玉米、大豆等，这为公司的饲料

原料供给提供了充分保障， 同时减少了原材料的运输成本，使

得公司在原材料采购成本方面具有一定优势。

自行设计、自行建设猪舍，有效降低了折旧成本：公司创始

人秦英林从

１９９２

年开始养猪起，就不断对猪舍的设计和建设

进行研究、创新，从

１９９２

年起至今，其个人和公司共同设计、

开发出

９

个代次猪舍。 公司自行设计、建设猪舍，从而有效降

低了固定资产折旧成本。

除了在每一个产业链环节都寻找和开发低成本的来源外，

公司的竞拍销售方式也值得称道。 公司建立的销售报价平台，

通常销售部于当日下午

７

：

００

前向与公司有经常交易的客户

（约

３０

名）发送次日出栏数量、体重范围等信息，有采购意向

的客户在次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前向公司商品猪销售部反馈采购报

价及对应购买量，公司根据客户报价，将产品卖给出价较高者。

生猪作为大宗农产品，销售价格具有高度透明性，相同品质的

生猪，在相同的时间、相同的销售市场，销售价格基本一致，通

常养殖企业在定价上难以有所作为，但公司通过采用新颖的竞

拍销售方式将产品卖出了好价，从而对盈利起到积极作用。

从以上梳理， 我们可以看到公司在

２１

年的生猪养殖过程

中，不遗余力地在技术和管理上推陈出新，可观的盈利回报正

是来自于精益求精的实践积累。

规模扩张和产业链延伸是未来盈利增长点

牧原在

２０１０

年引入国际金融公司 （

ＩＦＣ

） 作为其第三大股

东，

ＩＦＣ

当年注资折合人民币

６５０４

万元，助力公司的养殖产能迈

上了

１００

万头的台阶。

ＩＦＣ

是世界银行集团的成员，是全球首个

将推动私营企业发展作为其主要目标的政府间组织。

ＩＦＣ

的宗旨

是促进发展中成员国的可持续性项目，使其在经济上具有效益，

在财务和商业上具有稳健性，在环境和社会方面具有可持续性。

ＩＦＣ

要求合作客户能遵守最高的专业和道德标准；能铭记良政管

理的重要性和价值； 并承诺能对环境和社会的可持续性发展作

出贡献。 牧原能成为

ＩＦＣ

在中国养殖业领域的合作伙伴，证明了

公司具备对方要求的优秀资质。 同时，有

ＩＦＣ

作为公司的重要股

东，有利于公司在未来可持续发展上一直成为行业的标杆。

公司目前已经形成了年出栏生猪

１５５

万头的养殖基地。 未

来，公司计划通过全资子公司邓州牧原、卧龙牧原分别建设

２００

万

头（含本次

ＩＰＯ

年出栏

８０

万头的募投项目）、

１５０

万头的生猪养殖

基地（已经建成

４０

万头的生猪养殖基地），以进一步扩大公司规

模。公司还将继续强化自育自繁自养大规模一体化经营模式，提升

食品安全控制能力、改善生猪品质，在为市场提供符合高食品安全

标准和高品质生猪的同时，进一步强化公司生产成本优势，提升公

司盈利能力。 此外，公司与龙大食品合资设立了龙大牧原公司，进

入了生猪屠宰领域。 未来公司还将进一步延伸产业链，提高综合

实力，为社会提供更多安全、健康、优质的肉食品。

公司此次

ＩＰＯ

， 一方面能通过建立直接融资渠道打造后续

发展的资本引擎，另一方面，通过上市前的股份制改造所建立

起的现代企业制度也为公司未来的健康成长打下稳固基础。 我

们期待公司在做强做大之路上越走越宽广，越走越坚实。

（张芳）

我国生猪养殖行业长期以散养为主，小农生产特点显著，养殖户追涨

杀跌引起的猪周期价格波动明显。 刚刚过去的2013年是生猪养殖业不景

气的一年，2013年4月商品猪价格更是跌至本轮猪周期的最低价格12元/公斤以

下，当时全国平均猪粮比价跌破了6:1的盈亏平衡点，国家为稳定生猪市场

价格，迅速启动了冻猪肉的收储。当猪粮比低于6:1时，意味着养殖户普遍

亏损，而根据披露数据，牧原2013年上半年仍实现净利润7，557.75� 万元，

是什么造就这样的经营差异？ 下文将详细分析牧原的盈利能力以及盈利

的可持续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