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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电双雄”中报同日交卷 美的空调营收首超格力

证券时报记者 严翠

8

月

30

日晚，“家电双雄”同步出

炉

2020

年半年考成绩单：受新冠肺炎

疫情等影响，上半年格力电器、美的集

团营收、净利润均呈现同比下滑态势，

其中格力电器净利下滑

54%

，美的集

团净利下滑

8%

。 两家龙头的情况正

是家电行业日子好坏的真实写照。

尽管营收、净利双双下滑，但格力

电器决定， 拟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发现金红利

10

元（含税），不送红股，

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值得注意的是， 美的集团在暖通

空调业务上的收入规模首次超过了格

力电器。不过，格力空调的毛利率仍然

高过美的。

格力电器空调占比大降

今年上半年，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

的防控隔离措施对暖通空调行业的生

产、销售活动均造成冲击。

格力电器半年报显示，

2020

年

1-6

月， 格力电器共实现营业收入

706.02

亿元，同比下降

28.21%

；净利

润

63.62

亿元， 同比下降

53.73%

，基

本每股收益

1.06

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53.71%

。 格力电器表示，

2020

年上半

年， 疫情对国内空调行业线下零售市

场带来较大的冲击，新冠疫情期间，空

调行业终端市场销售、安装活动受限，

终端消费需求减弱。为适应市场变化，

公司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新零售模式，

“格力董明珠店”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新

零售模式， 与原有线下销售渠道实现

平台共享。

同时自

4

月份以来， 格力电器先

后与各大平台开展直播合作， 积极倡

导线下专卖店与线上联动。 随着线上

线下有效融合的新零售模式推广，公

司产品的渠道效率提升、 渠道成本降

低，市场竞争力有望进一步提升。

从收入构成来看， 格力电器空调

占比显著下降，其他生活电器、智能装

备、其他业务等占比提升。 上半年，格

力电器实现空调产品营业收入

413.33

亿元， 占总营收

59.48%

， 同比下滑

47.89%

， 上年同期为

793.25

亿元，占

总营收

81.53%

。 生活电器实现营收

22.19

亿元，占总营收

3.19%

，智能装

备实现营收

2.09

亿元，其他业务实现

营收

197.9

亿元， 占总营收

28.47%

，

同比增长

41.73%

，其他主营实现营收

59.5

亿元，占总营收

8.56%

，同比增长

476.42%

。 格力电器称，上半年，格力

其 他业务收入较上年同期增长

41.73%

，主要是大宗原材料集采销售

等增长所致。

美的市场份额提升

作为一家多元化的家电产业集

团，美的集团目前主营覆盖消费电器、

暖通空调、机器人与自动化系统、数字

化业务等四大业务板块， 其受疫情影

响则相对更小。

美的集团半年报显示，

2020

年

1-6

月，公司共实现营业收入

1397

亿

元，同比下降

9.47%

，归属净利润

139

亿元，同比下降

8.29%

，基本每股收益

2.01

元

/

股，同比下滑

13.36%

。

从主营构成来看，上半年，美的集

团实现暖通空调销售

640

亿元， 占总

营收

46.04%

， 上年同期为

714

亿元，

占总营收

46.46%

，同比减少

10.37%

。

消费电器实现营收

530

亿元， 占比

38.14%

，去年同期为

583.5

亿元，占总

营收

37.95%

，同比减少

9.11%

。 另外

美的集团机器人及自动化系统实现营

收

95

亿元，占总营收

6.85%

。 从国内

外市场来看， 今年上半年美的集团国

内销售额占比

55.54%

，国外销售额占

比

44.46%

，国内、国外市场总额分别

下滑

15.74%

、

0.44%

。

值得注意的是，半年报显示，上半

年， 美的集团主要家电品类在中国市

场的份额占比均实现不同程度的提

升， 其中家用空调产品的全渠道份额

提升明显， 线上市场份额超过

35%

，

全网排名第一， 线下市场份额超过

30%

。 美的集团称， 通过创新营销方

式， 基于市场环境变化深入推进线上

精准引流、电子认筹、社区团购、异业

用户共享、线上直播以及线下促销等，

上半年公司全网销售规模超过

430

亿

元，同比增幅达到

30%

以上，占内销

比例

49%

，全网排名第一，并在京东、

天猫、 苏宁易购等主流电商平台连续

8

年保持家电全品类第一的行业地

位。 “

618

”期间，美的系全网总销售额

突破

125

亿元，同比增长超过

50%

。

家电业呈三大发展趋势

作为家电行业双巨头，格力电器、

美的集团之成绩单折射出行业冷暖。

据中国家用电器研究院和全国家

用电器工业信息中心发布的数据显示，

2020

年上半年家电行业国内市场零售

规模为

3365.2

亿元， 同比下降

18.4%

；

家电行业出口规模为

1870

亿元， 同比

增长为

4.2%

。 美的集团认为，

2020

年上

半年，中国消费市场受到疫情的强烈冲

击，疫情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消费

习惯，但新的消费趋势和形态也得以凸

显。 “从中长期来看，产业结构升级、居

民收入稳定、消费多元化、国家政策对

绿色、智能产业发展引导以及家电行业

产品标准的升级都将带来新的机会点

和增长点。 ”

根据中国家用电器研究院联合全国

家用电器工业信息中心发布的《

2020

年

中国家电行业半年度报告》，从整体发展

状况来看，无论是产品、渠道还是营销方

式， 家电行业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深

刻变革，下半年将呈现以下三方面趋势：

一是家电产品功能集成化， 从单一功能

向更为全面的、多样化的方向转变，并形

成具有一定功能集群的新品类； 二是在

线上消费增长的同时， 乡镇等低级别市

场正在成为主要战场， 品质家电被越来

越多的低线市场用户所重视， 智能化高

端产品消费趋势明显； 三是直播带货等

新营销模式持续火爆。

“疫情影响下，各品类线下市场呈现

下滑趋势，但线下市场在高端产品、套系

化产品销售等方面依然具有明显优势，

仍是空调、冰洗、厨卫等家电产品的主流

销售渠道。 ”美的集团董事会认为，从渠

道发展趋势来看， 因国内低线市场存在

庞大的增量需求， 未来家电市场的热点

将集中在乡镇县城；线上线下加速融合，

新型消费迅猛崛起， 疫情过后， 线上推

广、线上获客、线上服务以及直播带货都

已成为主要营销手段， 互联网、 人工智

能、大数据等正在推动零售行业进入“全

渠道、全场景、全链路”的新阶段。

小口罩立大功 全棉时代母公司回归A股

证券时报记者 康殷

“怀着将棉花做到极致”的理想，

董事长李建全在珠海创业， 在深圳发

展壮大， 引领稳健医疗从缝纫机生产

口罩的小厂， 成长为连续多年保持中

国医用敷料行业出口第一的行业龙

头。 目前，稳健医疗拥有

Winner

稳健

医疗、

Purcotton

全棉时代和

PureH2B

津梁生活三大品牌。 而稳健医疗也以

自主研发的全棉水刺无纺布为基础材

料载体， 成功实现了医用产品向家用

产品的拓展。

今年

7

月

23

日，创业板上市委发

布

2020

年第

7

次审议会议结果，稳健

医疗首发过会。

8

月

26

日，证监会同

意公司创业板

IPO

注册，目前公司已

启动发行。 至此，在

2012

年告别美股

市场后，稳健医疗回归

A

股。

创业壮大

1978

年从湖北省外贸学校毕业

后， 李建全分配到湖北省医药保健品

进出口公司，当一名外销员。 “作为第

一代外贸人， 最痛心的是出口产品质

量不行。当时刚改革开放，企业根本不

懂质量管理。 ”李建全说。

为了摘掉“垃圾商品”的帽子，让

国际客户对中国产品质量满意， 李建

全决心下海，选择医用敷料这条路。创

办稳健公司之初， 李建全就招聘工人

用缝纫机做口罩。谁也没想到，这家最

初只有

3

名员工的小企业，会在

20

多

年间迅速成为中国医用敷料行业出口

第一企业。

2001

年， 稳健从珠海迁往深圳，

这个变化让李建全的眼光陡然开阔。

“当时稳健已经做到医用敷料行业出

口第一，但搬到深圳坂田后，公司旁边

就是华为、富士康，都是很牛的企业。”

李建全明白，相比比邻的行业巨擘，稳

健的天花板远不止于医用敷料。

2009

年稳健医疗

18

岁，李建全抱

着“全棉改变世界”的梦想，创立全棉时

代。 要用“一朵棉花、一种纤维”改变世

界，这是李建全的初衷，也付诸实施。全

棉水刺无纺布就是李建全研发的专利

面料。 “全世界用得最多的医用敷料是

纱布，在裁剪成小方块的过程中，会出

现纱头和绒毛。 ”李建全说：“医用纱布

掉线造成了感染，我一定要研发没有纱

头、纤维不会脱落的医用全棉布。 ”用了

三四年时间进行技术攻关，稳健终于在

2005

年推出“全棉水刺无纺布”。

由这一材料研发的棉柔巾成为全

棉时代的拳头产品。“棉柔巾这个名字

也是我起的，棉柔巾其实就是棉纸巾，

但此前市场上一片空白。”李建全凭借

棉柔巾为全棉时代打开消费市场，而

电商平台成为全棉时代的销售主场之

一。 全棉时代进军电商领域也走过弯

路。

2009

年，公司把电商运营总部设

在北京，聘请职业经理人运营，但北京

团队不能理解全棉理念， 造成严重亏

损，李建全忍痛关掉北京公司，撤回深

圳，亲自抓电商。

李建全看来， 商业的本质是 “利

他”，是对消费者的真诚，让消费者得

利。 “全棉时代线上线下价格一样，产

品质量一样， 绝不能出现线上产品低

价低质的情况。”李建全反复强调一定

要做到两个“优先”：当质量与利润发

生矛盾时，质量优先；当品牌与速度发

生矛盾时，品牌优先。

2019

年全棉时代年销售额已超

过

30

亿元。全棉时代目前会员数量已

突破

2000

万人， 全棉时代小程序自

2019

年

10

月上线以来， 累计注册用

户已达

400

余万。

抗击疫情

创业之初， 就以口罩起家的稳健

医疗，今年初因为新冠肺炎疫情，再次

与口罩结下不解之缘。

一组数字足以说明稳健为抗击疫

情的努力。截止到

6

月底，稳健医疗供

应了

10.73

亿只口罩、

439

万件防护

服，

470

万件隔离衣、

250

万件手术衣，

被国务院联防联控医疗物资保障组称

为抗击疫情“军工厂”。疫情暴发后，稳

健取消公司高管的春节假期，

24

小时

待命， 并动员公司生产防疫物资的工

厂春节不休假，保持生产线

24

小时不

停机， 最大限度保障防护产品生产和

供应量。

“春节期间，稳健位处湖北的四家

工厂全力生产，停人不停机，最大限度

提升生产能力。 ”李建全回忆说，当时稳健

四家生产抗疫物资的工厂都有武警站岗，

已经是名副其实的“军工厂”。李建全列举

了一组数字，疫情前，稳健防护服的产能

只有每天

3

千件，到

2

月下旬产能已经达

到每天

3

万件，

3

月下旬已是每天

5

万件。

在深圳市政府支持下， 稳健医疗在

深圳开辟了“第二战场”，

15

天内上线防

护服和口罩生产。“当时稳健的深圳厂区

已经多年没有生产口罩，但接到任务，公

司立即从湖北调回技术人员给员工培

训，上马口罩和防护服生产线。 ”面对原

材料端短缺，李建全带领两个研发小组，

在

15

天内开发出以全棉水刺无纺布为

基材的复合材料，用于生产防护服、隔离

衣和手术衣。 “防护服、隔离衣最重要就

是阻菌率，稍有不慎，对医护人员都是致

命的伤害。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在实

验室进行了几百次试验。 ”

疫情期间， 稳健医疗累计向深圳地

区提供口罩

2

亿只，防护服

6

万件。而在

本次的抗疫行动中， 稳健医疗全体近

9000

名员工零感染。

回归A股

登陆创业板注册制之前， 稳健医疗

在资本市场已有不少历练。

2005

年

12

月，稳健集团在美国借壳

上市，随后又在美国证券交易所、纽交所

挂牌，

2010

年

4

月

6

日正式登陆纳斯达

克全球市场。 美股上市，李建全谈得最多

的是企业管理的规范化、制度化。 “上市

后稳健就是公众公司， 不再是老板的一

言堂，管理决策都是董事会集体决定。 ”

规范经营的目标达到了， 但在李建全看

来，稳健医疗在美股的融资额仅

2100

万

美元，在国内市场的知名度不高，估值也

远远低于公司价值。

2012

年底，稳健医疗完成私有化，

李建全以每股

4.5

美元的价格回购了

非其本人及妻子所持有的在外流通的

普通股。 稳健医疗也得以顺利从纳斯

达克退市。 “

21

世纪是中国的世纪，再

上市，我一定会选择在内地。 ”经历了

美国证监会最为严格的考验后， 稳健

医疗对于回归

A

股信心十足。 在李建

全看来， 不仅是对自身经营业绩的自

信， 更重要的是对规范化经营管理的

自信。

近年来， 稳健医疗业绩表现颇为

亮眼 ，

2018

年和

2019

年营收高速增

长， 今年上半年更是呈现了几乎翻倍

的增长。

华夏幸福上半年营收373.72亿元 环京外占比超六成

8月28日， 华夏幸福公布了2020年

半年报，截至公告期末，实现营收373.72

亿元，其中六成以上来自环北京以外区

域。 公司实现归母净利润60.62亿元，净

利润率16.2%。资产负债率83.1%，同比

下降5.0个百分点，比年初亦下降0.76个

百分点，呈持续下降趋势。

环京外营收占比超六成

现金流改善 回款率提升

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结构性机会在

都市圈，不动产结构性机会也集中在都

市圈，人口、技术、数据、资本、土地、教

育、 医疗等要素正加速向都市圈聚集。

华夏幸福聚焦核心都市圈，打造中国领

先的核心都市圈不动产投资开发及运

营管理平台， 在全国形成了“3+3+N”

的战略格局。

环北京以外区域快速发展，营收占

比由上年同期的38.5%提升至62.4%，收

入结构更趋均衡。环北京以外区域获取

土地面积占比77.3%， 战略支撑作用进

一步彰显。

回款率由去年同期的61.6%上升到

72.5%，提升近11个百分点。土地支付金

额较去年同期增加27亿元的情况下，经

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较去年同期仍然取

得一定改善， 整体经营性现金流量净流

出额减少20亿元。 公司管理费用率同比

下降0.4个百分点， 实现连续三年下降。

华夏幸福被中诚信、大公国际、东方金诚

等评级公司给予“AAA” 主体信用评级。

产业园区业务发力

百亿龙头项目进展迅速

产业新城业务护城河持续巩固，

新增签约投资额624.6亿元， 引入企业

176家， 平均新签约投资额同比增长

10.7%。产业园区结算收入198.44亿元，

同比增长45.7%，整体收入占比首次超

过房地产业务。 多个百亿产业大项目

进展迅速：一期投资160亿元的泰嘉光

电超薄玻璃基板深加工项目开工，投

资135亿元的欣旺达动力电池项目在

南京实现量产， 计划总投资105.8亿元

的亚瑟医药、 总投资50亿元的协鑫集

成等企业实现签约。 产业项目发展受

到国家大力支持， 固安新型显示特色

产业基地入选国家火炬特色产业基

地， 大厂影视众创空间获颁国家备案

众创空间。

截至2020年6月底， 结合人工智能

算法的华夏幸福产业大数据平台已覆

盖企业8200万家、园区6200个、录入数

据13.2亿条，针对不同客群和应用场景，

为企业选址和区域产业发展提供服务。

该平台已获得两类知识产权共23项证

书，以核心技术巩固产业护城河。

“三新” 战略强力引领

商业地产全国快速布局

华夏幸福在“新模式、新领域、新

地域” 战略引领下，在商业综合体、公

共住房、康养、科学社区等领域取得突

破，项目开发和操盘能力提升；充分利

用轻重并举的模式优势以及核心都市

圈战略布局优势，项目拓展能力跃升。

2020年上半年，持续进军深圳、南京、

广州、武汉等目标城市，包括粤港澳湾

区首个大型商办综合体项目———广州

白鹅潭项目摘牌； 轻资产代表性项

目———招商银行全球总部大厦代建服

务项目中标； 公司首次参与政府连片

土地收储， 中标威远岛土地整备综合

服务项目， 目前公司已累计被选定为

前期服务商的项目共 9个 ； 科学社

区———上海顶尖科学家社区项目迅速

落子……这些项目区位交通等开发基

础条件较好，价格合理，预期收益率较

高， 体现了2019年度业绩说明会上提

出的“六好” 标准。

都市圈惠政频出

平台化价值初显

上半年， 国家出台多项都市圈利

好政策，两会政府工作报告、中央政治

局会议等均强调推动都市圈健康发

展。在此背景下，华夏幸福挖掘产业新

城作为战略新兴产业和高科技企业集

聚平台的价值，向平台化方向发展。华

夏幸福积极服务产业新城内上市公

司，与河北固安产业新城的京东方、南

京溧水产业新城的欣旺达、 安徽舒城

产业新城的欧菲光等上市龙头企业形

成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助推上市公司，

全面梳理园区企业， 建立科创板上市

储备库，助力重点企业登陆科创板；积

极参与组建和引入政府产业引导基

金，为维信诺、航天振邦等上市或拟上

市企业提供资本支持。 平台化有望巩

固华夏幸福资本市场产业地产板块领

先地位，将产业盈利模式由招商佣金、

服务费用扩充升级到投资收益， 盈利

空间有望大幅拓宽， 商业模式亟需被

重新审视。

上半年疫情等因素叠加，华夏幸福

部分基本面数据受到影响。随着疫情影

响减轻，土储规模增长，环京外区域收

入占比持续提升，华夏幸福业绩将有望

改善。 （CI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