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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行热” 孕育千亿市场

本土品牌需紧跟行业趋势

见习记者 郭博昊

在疫情反复和油价高企的共同

作用下， 自行车作为私人交通工具

之一， 再次成为许多人重要的通勤

工具。 北京、成都、上海等骑行热门

城市，甚至出现了自行车拥堵情形。

“骑行热”带动自行车市场持续

火爆， 部分热销产品出现一车难求

的情况。 相对于国际大牌的销售火

爆， 部分本土品牌产品销售相对冷

淡。 对此，有业内专家表示，部分本

土自行车企业缺乏品牌营销意识，

产品定位于日常生活和通勤， 与当

下骑行所承载的运动属性不甚匹

配。 本土自行车企业在注重提升产

品力之余， 还应着眼品牌影响力的

打造。

此外，随着骑行人数的增加，骑

行险应运而生，且销售日趋火爆。也

有业内人士指出，当前，骑行险普及

度不高， 用户自主安全意识有待加

强。 商业险公司可将单项运动商业

险作为新的发力点， 满足体育参与

者多方面保障需求， 做大体育保险

市场规模。

万元单车“一车难求”

骑行热孕育千亿市场

骑行填补了室内健身场所关闭

期间人们的健身需求， 骑行正从出

行方式向生活方式转变。 正在为爱

车挑选配件的新晋“骑士”官倩（化

名）向证券时报记者表示，疫情期间

公交停运，使她“被迫”加入骑行行

列。但她逐渐发现，骑行不仅将原本

50

分钟的通勤时间缩短到半小时，

还为她带来更自由的出行体验。

“骑行热”带动了自行车销量

的快速增长，热门车型“一车难求”

成为当下的普遍现象。 近日，记者

联系捷安特、美利达等品牌门店询

问库存情况， 得到的答复基本相

同。 “不少车型没有现货，部分热销

款需要排队交付，等候时间预计

2~

3

个月，甚至更长。 ”相关门店负责

人表示。

北京国贸商圈某骑行用品店

负责人刘艺（化名）告诉记者，自行

车销售存在一定的季节性。 受多方

面因素影响，部分热销车的交付期

已到今冬，一些非“专业骑士”的骑

行意愿受气候影响较大，这会影响

到他们的购车计划。 事实上，今年

的购车高峰期已接近尾声，但即便

如此，部分热门款车型仍需等待半

年以上。

美骑发布的《

2021

年中国运动

自行车调查报告》（下称 《报告》）显

示，

24.5%

的用户每天骑行，

49.85%

的用户每周骑行

1

次或以上。 数据

还显示， 用户换车意愿与骑行频次

相关， 每天骑车运动的用户有

47.35%

会在

3

年以内换车，而每月

骑行的用户在

3

年内换车的比例为

40.49%

。 此外，骑行人群中近

70%

的用户拥有至少

2

辆自行车。

《报告》进一步指出，

2021

年，

骑行爱好者的购车预算

8001

元

～

15000

元占比最多， 达

27.88%

，

15001

元

~30000

元区间以

26.91%

的占比紧随其后。

刘艺向记者表示，

1

万

~1.5

万

元的自行车在他的门店最受消费者

欢迎，受这波“骑行热”的影响，近期

销量约有

30%

的增长。

据中国自行车协会数据显示，

2021

年，我国自行车产量

7639.7

万

辆， 全行业总营业收入

3085

亿元，

总利润

127

亿元。

高端零部件

或成发展新阵地

值得注意是，凤凰、永久等诸多老

牌企业， 主销产品多在

500

元

~1000

元之间，相较外国品牌动辄万元的售

价，本土自行车企业的品牌溢价能力

明显不足。 广州美骑网络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总经理周福源在接受证券时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本土老牌自行车

企业对于市场营销、 品牌形象的建

设相对缺失；同时，产品定位于日常

生活和通勤， 难以匹配运动属性需

求较强的用户。

结合实际销售数据来看， 在自行

车硬件产品的选购上， 用户对于本土

品牌的接受程度相对较低。 《报告》显

示，

31.13%

的用户在购买自行车时首

选外国品牌， 而首选本土品牌的用户

仅为

13.29%

。

在此局面下， 本土品牌应如何完

成进阶，与国际大牌竞争？

周福源向记者表示， 本土自行车

品牌在加强研发的同时， 还需在品牌

营销、品牌内容等方面加大投入，通过

赞助赛事、赞助活动、赞助车手、赞助

车队等途径，提升品牌影响力。随着品

牌力的增强， 企业可获取更高额的利

润，进而能有更多资金投入产品研发，

逐渐形成品牌发展的良性循环。

在与国际大牌的竞争中， 国内也

陆续诞生了一些新兴品牌， 这些品牌

凭借着较高的性价比， 逐渐得到更多

人的认可。周福源对记者说，一些本土

新兴品牌的自行车性价比很高， 可能

仅需一半的价格， 就能买到国际大牌

万元自行车才有的产品力。此外，国内

也涌现了一批优秀的自行车零部件生

产企业， 产品在行业中也有着很高的

认可度。

据国盛证券数据， 信隆健康生产

的自行车把手、前叉、碟刹、立管等自

行车零部件全球市占率排名第一，约

为

12%

。

“但不可否认的是，高端变速器等

关键零部件， 目前还面临着被卡脖子

的情况。 ”周福源说。

对于国内自行车产业发展， 工信

部等五部门印发 《关于推动轻工业高

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就曾提出，要升

级创新产品， 发展时尚休闲、 运动健

身、 长途越野和高性能折叠等多样化

自行车，以及轻量化、网联化、智能化

的电动自行车等。 加快自行车变速器

等关键技术的突破。

骑行险应运而生

在“骑行热”不断升温的背景下，

骑行险应运而生， 并出现销售火爆的

情况。 平安产险相关产品负责人向记

者表示，近年来，选择自行车等非机动

车作为出行方式的消费者越来越多；

平安产险

2021

年非机动车保险销售

同比上涨了

91%

、

2022

销量增长更

快，截至目前同比上涨了

254%

。

据记者梳理， 骑行相关保险涉及

户外运动、运动赛事、长途旅行等多种

骑行场景，保额从千元到百万元不等。

产品覆盖骑行过程中发生的意外伤

害，医疗费用等，部分保险还对自行车

各部件损坏维修予以赔偿。

周福源向记者表示， 相对于骑行

人数的快速增长， 购买骑行险的用户

比例相对偏少。 除了一些活动的举办

方会要求参与者购买骑行险， 用户自

主安全意识还需提高。

对此， 平安产险相关产品负责人

表示， 骑行时常见安全风险主要是骑

行时摔伤、碰撞造成的自身受伤、三者

财产和人身损失风险以及骑行车辆损

坏风险。日常骑行和户外竞速骑行，都

可能会遇到突发状况，造成意外损失，

合理的保险配置可以对冲潜在的风

险， 减轻可能遇见的意外给自身带来

的压力。

值得注意的是， 当前国内商业险

公司对体育保险的关注度稍显不足，

不少险企并未对骑行运动单独设计险

种。 友邦保险业务员孙博（化名）向记

者表示，公司目前还没有骑行险业务，

建议买意外险满足日常骑行保障。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

法》将于

2023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 其

中，对体育保险进行了明确，国家建

立健全学生体育活动意外伤害保险

机制， 鼓励建立健全运动员伤残保

险、体育意外伤害保险和场所责任保

险制度。

商业险公司可将单项运动商业险

作为新的发力点，丰富体育保险类型、

完善保障内容， 以满足体育参与者多

方面保障需求， 进而做大体育保险市

场规模。

腾景科技：立足光学核心技术 突破下游消费类市场

证券时报记者 李曼宁

在光学光电的企业圈子里， 腾景

科技属于年轻的一拨。

2013

年腾景科

技组建，

2019

年股份公司设立，

2021

年

3

月，成立不到

8

年时间，公司即登

陆科创板。

借力科创板平台， 腾景科技坚持

技术创新战略， 加速拓展下游应用领

域。上市以来，公司在衍射技术的研发

中取得重大进展， 为光通讯、 工业激

光、车载、

AR

等热门应用领域开发关

键元器件。

正值科创板开市

3

周年， 腾景科

技董事长、 创始人余洪瑞接受了证券

时报记者的专访。“公司高管都是技术

背景出身， 上市前对资本市场了解较

少。科创板注册制下，公司上市过程非

常高效， 也使我们有更多精力专注在

技术研发和管理上。 ”余洪瑞表示，科

创板企业一定要技术过硬， 站上更高

的平台后更要推动技术向前发展。

上市推动技术向前发展

腾景科技位于福州市马尾区，当

地光学光电企业聚集。

余洪瑞本科就读于清华大学应用

物理专业， 硕士毕业于中科院福建物

构所， 此后便一直扎根于福州的光学

产业， 积累了近三十年光电子元器件

企业管理经验。

采访时， 余洪瑞身穿一件印有

“

Optowide

”

(

公司

logo)

的白衬衫，气质

温和，语速平缓，当聊到行业技术话题

时才会上扬语调。 言谈举止正如外界

对他的印象———学者型企业家。

“选择创业是我们想在企业发展

上更具自主性。 ”余洪瑞说。

核心研发团队是一家企业技术能

力的重要体现。 腾景科技的多位高管

具有深厚技术背景： 另一位创始人王

启平毕业于中科院长光所， 有着近三

十年光学薄膜领域技术积淀； 首席技

术官

GANZHOU

博士毕业于清华物

理系，在美国获得光学博士学位，曾为

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访问教授， 擅长于

激光传感、器件及系统集成领域。

“科创板是市场瞩目的板块，公司

上市后知名度变高了， 客户和供应商

对我们的信心更足了。 通过上市直接

融资， 能投入到研发上的资源更多

了。 ”余洪瑞表示。

腾景科技自成立便注重光学底层

技术的开发，现已建立“光学薄膜类技

术”、“精密光学类技术”、“模压玻璃非

球面类技术”、“光纤器件类技术”四大

类核心技术平台， 涵盖了光电子元器

件制造的主要环节。上市后，公司又规

划建设衍射光学类技术、 光机集成与

测试类技术等，不断衍生开发高端、高

性能的精密光学元器件产品， 并对相

关制造工艺进行迭代升级。

“科创板企业一定要技术过硬，一

定要在自己的主业里技术领先， 腾景

不属于那种爆发型的公司， 但我们一

直按着既定的技术路线、 产品路线往

前推进，一步步往前走。 ”余洪瑞说。

去年 ， 腾景科技研发投入达

2479.60

万元，同比增长逾

24%

。 研发

投入占营收比重达

8.19%

， 今年一季

度，该比例进一步提升至

9.22%

。

余洪瑞还介绍， 公司通常与大客

户深度合作， 在客户产品研发阶段即

开始介入参与，这意味着，公司进入客

户的供应链不易，出去同样不易，客户

流失率较低。

腾景科技的业务模式也主要采取

定制化方式， 公司在光通信和光纤激

光领域均积累了一批大客户资源，其

中不乏

Lumentum

、

Finisar

等全球知名

企业。

营收规模持续扩大

腾景科技处于光通信、 光纤激光

产业链的上游。上市以来，腾景科技积

极进行市场开拓，业务规模持续扩大。

“去年公司股票在科创板上市，公

司的资本实力和品牌影响力得到了进

一步增强。公司自建厂房竣工，完成验

收、 产线搬迁， 订单交付能力显著提

升，未来产能也得到有效保障。 ”腾景

科技表示。

2021

年， 腾景科技实现营业收

入约

3

亿元 ， 较上 年同期增 长

12.44%

，其中，光纤激光领域营收占

比为

55.45%

； 光通信领域营收比重

为

41.70%

。

此外，分地区看，面对新冠肺炎疫

情反复及国际贸易环境变化的不利影

响，腾景科技的海外业务仍实现增长。

去年， 腾景科技的海外收入为

6662

万元，同比增长约

9%

。 不过，该

部分业务营收占比有所下滑。 余洪瑞

表示， 海外业务因为受到疫情的影

响，产品现场认证受阻，拓展进度低

于预期。

“未来公司将加强对北美和欧洲

市场开拓， 争取把国外销售比例恢复

到疫情前水平。 ”余洪瑞表示。

从利润率水平看， 腾景科技去年

海外收入的毛利率达到

45%

，远高于

国内业务约

29%

的毛利率水平。

就海外业务拓展，余洪瑞还介绍，

腾景科技今年在美国设立子公司，建

立销售服务中心， 向北美地区提供光

学元器件产品销售和服务。

今年一季度， 腾景科技营业收入

达

7788

万元，同比增长近

38%

；净利

润约

1036

万元，同比增幅约

36%

。

从客户的订单情况来看， 年初至

今， 光通信元器件市场需求仍然延续

2021

年下半年平稳复苏的势头；光纤

激光元器件市场需求良好。

今年

2

月，国家全面启动了“东数

西算”工程，拟通过构建数据中心、云

计算、 大数据一体化的新型算力网络

体系， 将东部算力需求有序引导到西

部，优化数据中心建设布局，促进东西

部协同联动。

腾景科技介绍， 光通信网络是信

息基础设施重要组成和关键承载底

座，“东数西算”重大工程的启动实施，

将对光通信领域的高速光模块和光器

件产生积极作用， 将有力促进上游光

电子元器件产业加速发展。

突破车载光学

和AR领域

光电子元器件的发展很大程度上

取决于下游应用领域的需求。上市前，

腾景科技的产品主要应用于工业类场

景。上市后，公司发展衍射光学类技术

的同时， 积极向下游消费类光学市场

拓展。

争取在车载光学和

AR

领域有所

突破， 已被列为腾景科技今年的经营

重点。

随着自动驾驶从

L1

、

L2

向

L3

、

L4

、

L5

进阶， 车载光学行业迎来重大

的发展机遇。其中，激光雷达是备受市

场期待的应用领域。

目前， 自动驾驶系统感知主要有两

条路线， 一是以特斯拉为代表的视觉路

线，另外就是激光雷达路线。

“今年激光雷达市场火热，整个行业相

当于迈了一大步， 普通乘用车的自动驾驶

预计没那么快，在物流、港口、矿山等某些

特殊应用上可能会快一点， 但长远看还是

比较看好的一个方向。 ”余洪瑞表示。

腾景科技主要向部分激光雷达客户

提供透镜、窗口片、滤光片、棱镜、反射镜

等精密光学元件， 应用于激光雷达光路

传输的系统中。在公司看来，激光雷达是

智能驾驶技术的核心感知器件， 感知作

为智能驾驶的先决条件，其探测精度、广

度与速度直接影响智能驾驶的行驶安

全， 精密光学元件在激光雷达光学系统

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基于此，随着国家智

能汽车创新发展战略的推进， 光电子元

器件行业将迎来更广阔的市场空间。

此外， 精密光学是

AR

应用的关键

支撑技术之一。 腾景科技开发的精密光

学元件， 即可应用于

AR

等新兴消费电

子产品。

腾景科技认为，

AR

技术与行业应用

的融合正在进入加速期，

AR

设备渗透率

将持续提升。精密光学元器件、光学系统

作为

AR

设备实现优质成像效果和良好

用户体验的核心组件， 已发展出较多类

型，但每种类型均未成熟。随着阵列光波

导、 衍射光波导等

AR

设备光学元器件

相关技术的发展和进化等，

AR

显示设备

向更轻、更薄、更智能的方向发展。

据悉， 腾景科技在激光雷达和

AR

应用领域的业务拓展正稳步推进中，量

产时间将取决于客户验证情况及下游终

端的需求情况。

ST獐子岛拟挂牌转让乌蟒岛分公司相关资产

证券时报记者 孙宪超

ST

獐子岛

(002069)7

月

14

日晚

公告， 公司拟通过大连产权交易所以

公开挂牌方式转让下属乌蟒岛分公司

相关资产， 包括位于长海县小长山岛

镇乌蟒岛村的房屋建（构）筑物、存货、

设备及海域使用权。 本次交易以评估

报告为依据， 首次公开挂牌转让价格

不低于资产评估机构对标的资产的评

估价值

8272.14

万元。

ST

獐子岛下属乌蟒岛分公司成

立于

2009

年

12

月， 位于长海县小长

山岛镇乌蟒岛， 主要经营业务以底播

增殖为主，经营产品有底播海参、海胆

等。 乌蟒岛分公司每年固定费用约

2150

万元， 其中海域购入成本摊销

1413

万元，海域租费

282

万元，海域

使用金

193

万元， 资产折旧等

70

万

元， 人工等成本

192

万元。 自成立至

2022

年一季度，累计亏损

8970

万元，

主要原因为海域产出未达预期， 未能

摊薄每年的固定成本。

根据评估报告， 纳入本次评估范

围的资产账面价值为

5409.18

万元，

评估价值为

8272.14

万元， 增值率为

52.93%

。 经公司财务部门初步测算，

若上述资产均以评估值转让成交，预

计公司可回收流动资金

8272.14

万

元，增加净利润约

2400

万元。

ST

獐子岛本次拟挂牌转让乌蟒

岛分公司相关资产， 可以看成是该公

司继续实施瘦身计划， 加快处置与主

业关联度低、 资金占用大、 盈利能力

差、 管理难度高的资产和业务的重要

举措。

实际上从

2020

年初开始，

ST

獐

子岛就一直在进行瘦身。

2020

年

1

月

3

日晚间，

ST

獐子岛公告称， 拟分别

转让位于长海县广鹿岛的

4

宗海域使

用的租赁权暨海底存货， 总价款合计

为

1.01

亿元。

之后，

ST

獐子岛又于

2020

年

4

月

1

日晚间公告，拟将中央冷藏

75%

股权转让给普冷公司， 该次股权转让

的交易价格暂定为

1.37

亿元，待过渡

期补偿款金额确定后调整。 经此一番

操作之后，

ST

獐子岛的

2020

年经营

业绩成功实现扭亏为盈。

ST

獐子岛

2021

年

12

月

3

日晚公

告，公司董事会同意将獐子岛庄河分公

司的相关资产出售给大连长盈海洋牧

场有限公司，总价款

9500

万元。

ST

獐子岛在

2021

年业绩预告中

曾表示， 因新冠肺炎疫情和国际贸易

形势对公司进出口业务产生较大影

响， 海洋牧场投入产出能力尚未完全

恢复， 人民币持续升值导致外币资产

汇兑损失， 股民诉讼案件和解赔付及

预计负债带来相应的费用， 部分资产

出现减值，拖累了公司整体业绩。报告期

内出售长岛公司、庄河分公司相关资产，

收到政府补助等非经常性损益项目收益

增加，公司全年预计盈利

600

万

~900

万

元， 预计年末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为正值。

ST

獐子岛

7

月

12

日晚公告显示，

预计今年上半年净利润亏损

1000

万元

~

2000

万元，上年同期亏损

3940.53

万元；

预计基本每股收益亏损

0.014

元

/

股

~

0.028/

股，上年同期亏损

0.055

元

/

股。

ST

獐子岛表示，本次交易为了持续

优化业务结构，进一步聚焦优势业态，防

范和化解各类风险， 所以公司结合当地

政府对海域统筹安排及公司的海域规

划，计划放弃部分海域，以减轻公司用海

成本较高的压力。 此次拟转让资产系公

司计划申请放弃的部分海域及相关资

产，有利于公司进一步优化资产结构，控

制海域经营风险，降低财务费用。

腾景科技/供图 官兵/制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