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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价闪崩 广汽集团自主品牌背后现隐忧
本报记者 吴俊捷 广州报道

全年净利润。

托或者资管产品幕后操盘人顺应

集团来说， 自主品牌成为增长

业绩未遭遇“黑天鹅”的广州
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601238.

“
公司二级市场股价受到宏观
经济环境、市场情绪等多种因素的
综合影响，公司基本面没有发生任

监管需求、回笼资金、产品到期等
主动或被动抛售持仓个股外，沃
坦资本合伙人杨光认为， 个股闪

引擎 是“大 广 汽 ” 战 略 意 志 的 部
分体现。 但面对 SUV 增速趋缓，
传 祺 偏 倚 SUV， 产 品 结 构 失 衡

SH，以下简称“广汽集团”）股价
却意外闪崩。 此前的 2 月 1 日早

何变化，各项生产经营工作正常进

崩的出现也不排除与公司未来的

也引起业内对于广汽集团成长

盘间， 广汽集团突遭砸盘闪电跌

行。 ”广汽集团回应《中国经营报》
记者称。

盈利预期下降有关。
对于近年借助自主品牌传

性的担忧。 而在新能源汽车的
道路上， 广汽集团也未能抢占

停，一日市值闪崩超过其 2017 年

除了金融去杠杆背景下，信

祺而 驶 入 发 展“快 车 道 ” 的 广 汽

先发优势。
以广汽乘用车为支撑的自主品牌传祺已由 2012 年占据整车销量的 8.24%稳步 提升至 2017 年

离奇闪崩

“风光”背后

的 25.42%。

本报资料室 / 图

“
金融去杠杆背景下， 很可能是信托或者资管计划幕后操盘人顺应 “SUV 占比过半而主力轿车领跌，印证了广汽集团三系发展日趋协调。 这与自主品牌传祺的壮大密不可分。 ”
监管需求、回笼资金、产品到期等主动或被动抛售持仓个股。 ”
“闪崩个股的出现也不排除与
公司未来的盈利预期下降有关。”杨
光续称。 此前花旗银行因考虑广汽

新光指出。
记者梳理发现， 以广汽乘用车
为支撑的自主品牌传祺已由 2012

不可分。”深圳大型券商机构不愿具
名汽车行业分析师表示，一方面，广
汽 传 祺 具 备 GS3+GS4+GS7+GS8

长红利潮退的是格局分化， 这是考
验企业对产品、对市场、对渠道综合
把控力的时刻。

集团后续各项费用将上行， 而下调

年的占据整车销量的 8.24%稳步提

全方位覆盖的 SUV 产品结构，另一

“这对于技术流是‘收割’市场

盈利预期 3.1%。

升至 2017 年的 25.42%。 反观，作为

方面，爆款车型 GS4 销量稳定，GS8

份额的契机； 对于跟风者恰是洗牌

相较于未来盈利前景而言，广
汽集团近年来业绩增幅远超行业平

销量担当的日系车贡献整车销量的
比重由 2012 年的 79.91%降至 2017

终端价格坚挺。 这使其在增速趋缓
的 SUV 市场仍保有较强的主动权。

出局的时刻。 ” 上述券商分析师直
言，广汽集团坐拥主打坚毅、硬朗风

均增速。“
自主品牌广汽乘用车销量

年的 63.21%。 具体到产品品类来

据悉，广汽乘用车 2017 年实现

的 JEEP 家族越野风 SUV， 由轿车

持续高速增长， 全新车型开发取得

看 ，SUV 贡 献 整 车 的 销 量 由 2012

整车销量同比增长 36.70%至 50.86

跨界而来的舒适路线 SUV 等各技

积极成果，形成传祺系列明星车型；
合营企业业绩稳步提高， 投资收益

年 的 18.31% 攀 升 至 2017 年 的
56.72%。 相比之下，主力产品轿车占

万 辆 。 而 数 据 显 示 ，GS4、GS8 在
2017 年分别实现销售 33.73 万辆、

术流派，而自主传祺 SUV 也映射了
广汽集团利用合资技术反哺自主品

相应增加。 ”广汽集团在 2017 年业
绩预告中再度提及高增长系主营业

据整车的销量由 2012 年的 76.02%
降至 2017 年的 41.19%， 录得乘用

10.22 万辆，贡献广汽乘用车同期销
量的 86.41%。 作为广汽集团销量驱

牌的高超“
消化能力”。“在 SUV 领
域技术根基深厚又深谙吸收合资伙

务增长。
“持续稳中向好的业绩可以说
是广汽集团
‘大广汽’战略落地的产

车板块降幅最大。
“
SUV 占比过半而主力轿车领
跌， 印证了广汽集团三系发展日趋

动的广汽传祺表现出显著的偏倚
SUV 的特征。
数位受访人士在接受本报记者

伴之长， 且车型阵容强大、 品类齐
全。 ”贾新光直言，与其说广汽集团
近年的快速壮大借助了 SUV，不如

物。”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常务理事贾

协调。 这与自主品牌传祺的壮大密

采访之际均有提及，紧随 SUV 高增

说是二者互相成就。

“有点措手不及， 更有点摸不
着头脑。 ”广汽集团股票长期持有
者林晓向本报记者回忆起近日闪

系” 为避免穿仓风险进行的广汽集
团股价尾市操纵案获成立。
据广汽集团 2017 年中季报显

崩一幕仍心有余悸。

示，
“
骄龙系” 旗下浦江之星、 金星一

此前的 2 月 1 日，平开平走的
广汽集团在上午 10 时 35 分突遭砸
盘闪电跌停， 并于 11 时 18 分跌停

号、 骄龙 68 号仍位列前十大流通股
东， 分别持股 7806.08 万股、4144.54
万股及 827.67 万股，合计占当期 A 股

报收于 21.6 元 / 股。而此前的 2017
年 11 月 20 日， 广汽集团也曾出现

股本的 2.98%。 但时至 2017 年第三季
度末，
“
骄龙系” 旗下仅浦江之星仍在

类似情形。
股价闪崩通常被认为与公司业
绩
“
变脸”等相关，而广汽集团此前公

列，但已减持至 1681.27 万股，占当期
A 股股本的 0.39%。而三只信托和资管
计划进入广汽集团前十大流通股东序

告称，公司 2017 年实现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增长 55%到

列：华信信托股份有限公司 - 华信信
托·盈泰 31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长

85%，增幅创下近年新高。 究竟为何，
广汽集团股价出现闪崩？

安基金 - 工商银行 - 长安誉享 9 号
分级资产管理计划、 华信信托股份有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广汽集团
除公司控股股东外，其他 A 股股东
持股比例一度不足 15%， 此次闪崩
也引发外界对于蓄意控盘等担忧。
而广汽集团曾被质疑过为“庄股”。
早在 2016 年 8 月，由于广汽集团股
价长期处于高位横盘状态且日成

限公司 - 华信信托·工信 28 号集合
资金信托计划。三者分别持仓 5411.56
万股，3704.37 万股，2623.52 万股，合
计占当期 A 股股本的 2.73%。
“金融去杠杆背景下， 很可能
是信托或者资管计划幕后操盘人
顺应监管需求、回笼资金、产品到

与培育自主品牌一样具有战略意义的还有新能源汽车业务的布局。
在传祺 SUV 各细分产品逐步

尽量做到行业前五乃至前三， 这才

PHEV、GS4 PHEV、GA3S PHEV、

部目录准入。 一旦获批，这将缩小其

入市之余，传祺 GA3、GA6、GA8 等
轿车产品也陆续投放，但表现始终

能提升整个集团的实力， 具备对标
国际性车企的底气和实力。 ”上述券

GE3、GA6 PHEV、 广汽本田雅阁锐
混动、 广汽丰田凯美瑞双擎和雷凌

与北汽新能源、奇瑞新能源、江铃新
能源 3 家已获批传统车企的距离。

交量极小，而其流通股席位中骄龙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骄

期等主动或被动抛售持仓个股。 ”
杨光指出，蓄意控盘的“庄股”可能

难敌 SUV。 贾新光指出，
“
相比于吉
利汽车等自主品牌而言，传祺的产

商分析师称， 这既是实现广汽集团
对传祺作为国际品牌规划的路径，

双擎、 广汽比亚迪纯电动客车等诸
多品类。 但据乘联会数据显示，比亚

“广汽集团或许可以复制其借
助爆款 GS4 壮大自主品牌的路径，

龙系”） 旗下六只资管产品占据广
汽集团前十大流通股东的六个席

性较小。
广汽集团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也有利于提升广汽集团的成长性。
与培育自主品牌一样具有战略

之际表示，
“
公司二级市场股价受到宏
观经济环境、 市场情绪等多种因素的

迪、北汽新能源 2017 年新能源汽车
批发量双双破十万。 位列十名开外
的广汽乘用车 2017 年仅实现销售

在新能源汽车领域打造出一款高认
知度的车型实现后来居上。 ”上述券

位，并控制可流通筹码六成。 此举
一度引发上交所发函问询。 尽管，

品格局明显单薄。 ”
广汽集团未必未曾意识到局限
性所在。 广汽乘用车总经理郁俊曾
表示，未来广汽传祺还将推出 GM8、

广汽集团做出澄清。 但据证监会稽
查部门新近调查结果显示，“骄龙

综合影响， 公司基本面没有发生任何
变化，各项生产经营工作正常进行。 ”

GM6 和新 GS5。“
在 SUV 之外，再培
育出轿车、MPV 等品类的拳头产品，

多品类布局

意义的还有新能源汽车业务的布
局。 新近与蔚来汽车结成战略合作
伙伴关系的广汽集团， 其新能源汽
车 产 品 已 扩 容 至 广 汽 传 祺 GA5

5246 辆。 目前，广汽集团全资子公
司广汽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已向发
改委提交新能源车申请资质和工信

商分析师称， 其合资伙伴丰田汽车
的混合动力技术 IP 或许在一定程度
上也可以成为广汽集团推动新能源
汽车产品
“
结构改革”的阶段路径。

“妖股”德邦：“大件快递”差异化战略清扫快递市场“盲点”
文 / 白小君

先通过 IPO 审核机制上市的快递

邦的业务量和营业收入相对较

务都会逐步趋同，品质、服务、客户

物流企业。

小，但其在零担物流业 22 年的沉

体验才是最终的决胜点。 ”崔维星

“德邦未来要做的， 是打造和

兴许是市场期待已久，德邦自

淀和以大件快递为业务重心的清

称，接下来，德邦将依托资本市场，

提供性价比更优的大件快递服

上交所挂牌后，以“妖股”之势连续

晰的战略定位，使其有足够的底气

进一步提升企业的管理水平、服务

务。 ”德邦物流股份有限公司（6030

14 个交易日涨停。 截至 2 月 5 日，

“亮剑”。 崔维星强调，德邦将以华

56SH，以下简称“德邦”）董事长崔

其每股报价已超过 24 元， 市值也

为式的管理、 企业文化向心力、创

维星坚定地表示。

从上市首日的 50 亿元飙升近 240

新力等三大优势，与同行形成差异

点， 是德邦成为中国性价比更高

亿元。

化竞争。

的大件快递服务商、行业领航者的

2018 年 1 月 16 日， 德邦终结
了三年的漫漫上市路，成为国内率

质量，扩大市场份额。
上市是德邦进入新阶段的起

与其他快递上市公司相比，德

“企业的竞争， 硬件和基础服

开始。

“知道我为什么喜欢长跑吗，

戛然而止。 几乎同时，我国快递物

对于市场超预期的反应，在业内

长， 毛利率同比稳定且期间费用率

因为对我来说， 长跑赢的机会最

流业迎来了上市潮，其他快递公司

分析人士看来，
“
这既是正常的价值

的下降致使主营业务利润同比增

大。 ”上市前一天崔维星在答谢会

纷纷或借壳或海外曲线上市，而德

回归，也是投资者们对德邦发展现状

加。 其中，毛利率稳定原因主要在于

上如是感慨的时候，其一手创建的

邦坚持选择在国内主板 IPO，为此

的肯定以及对未来看好的信心。 ”

德邦已经在零担物流业这条马拉

付出了近三年时间。

快运“妖股”

松跑道上跑过了 22 年。

1 月 16 日，德邦在上交所正式鸣锣上市。

决胜点：服务品质

业务规模的增长以及前期投入的资

崔维星在谈到未来的竞争格

德邦的高品质客户体验还体

值得关注的是，从财务基本面

源效应发挥，规模效益凸显，盈利水

局时表示，企业的竞争，硬件和基

现在更多第三方权威报告中。

2018 年 1 月 16 日，德邦终于在

看，德邦近几年的业绩状况逐年攀

平同比增长。 同时，德邦通过集中采

础服务都会逐步趋同， 品质、服

2017 年 6 月， 中国消费者协会发

招股书显示， 德邦于 1996 年

上交所敲钟圆梦。 按照德邦披露的信

升。数据显示，2015 年、2016 年德邦

购等成本管控措施有效地控制了成

务、客户体验才是最终的决胜点。

布了一份权威报告 《快递服务体

成立， 承包航空客货运业务起家，

息，德邦股份总股本 9.6 亿股，上市流

营业收入分别是 129 亿元、170 亿元，

本增长，致使盈利能力上升。

2001 年开始公路快运 业 务 ，2013

通股本 1 亿股，发行价 4.84 元 / 股。

净利润分别为 3.37 亿元、3.80 亿元。

年打入快递领域。

“稳定且良好的发展势头，再

从市场反应来看，大有“苦尽

2018 年 1 月 29 日， 德邦股份

加上独到的投资眼光和正确的战

在快递业， 德邦股份属于后

甘来之意”。 上市当日，德邦开盘即

发布业绩预告， 预计 2017 年全年

略方向， 这些利好因素叠加在一

来者， 规模和业务量不及其他同

涨停，价格上涨至 6.97 元，接下来

公 司 营 业 收 入 为 200 亿 ~205 亿

起，资本市场对德邦的认可也就在

行，但其在零担物流业积攒的经验

以“妖股”之势连续 14 个交易日涨

元，较上年同比增长约 18％~21％；

情理之中。 ” 多位物流业观察人士

和口碑，已在市场占有不可替代的

停。 截至 2 月 5 日，其每股报价已

归属母公司净利润为 5.5 亿 ~6 亿

如是认为。

位置。

超过 24 元， 市值也从上市首日的

元，较上年同比增长约 46％~60％。

2015 年， 受当年股市巨大波

50 亿元飙升近 240 亿元，远高于上

增幅继续攀升。

动的影响， 证监会宣布暂停 IPO，

市前各路分析师和研究机构对德

德邦上市计划在业内众望所归中

邦 201 亿元的估值。

德邦表示， 此次业绩预增主要
是由于德邦业务规模取得较大增

崔维星称，德邦将会在此良好
的基础上，借助资本市场，进一步
提升企业的管理水平、 服务质量，
扩大市场份额。

差异化竞争

很多人注意到，1 月 16 日在

验式调查报告》，顺丰与德邦在综

上交所敲钟的人群中，有两位身

合排名中分列前两位。 而 11 月南

穿德邦工作服的一线员工参与

都指数发布的广州市快递行业服

其中。

务满意度报告也显示， 德邦各项

其中一位是在德邦工作了三

指标高居前列。 同时，根据国家邮

年， 期间零差评零投诉的快递员

政部门最新公布的 2017 年 11 月

庞剑军。 据了解，在庞剑军的收货

投诉数据显示， 德邦与顺丰的表

生涯里， 最常遇到的情况就是客

现最为抢眼， 申诉率远远低于快

户包装不合格。

递行业平均水平。

“有一位发红酒的客户，酒瓶

有业内人士曾表示：“但凡服

包装不合格， 发货破损率高达

务质量做得好的企业， 只要进军

40%。 出于成本考虑，多次劝说后

快递，巨头们都不能忽视。 ”而崔
维星一直坚守，“没有客户体验，
就没有未来”。

“激荡十年，水大鱼大”。 在中

识，也是德邦的看家本事，过去大

拓展大包裹、快运、仓配一体、即

零担物流和快递的业务积累，遍

仍不同意重新包装。 ”庞剑军说，

国快递物流业这片“大水”中，同样

家在网上买衣服，现在在网上买床

时递送等新型服务。“大包裹”在

布全国、 稳定性和执行力极强的

当着客户的面做了现场测试，当

以“直营模式”为主的顺丰无疑是

垫，买凳子，买大米，买沙发，德邦

行业发展的报告中罕见被提及和

直营网络， 并在价格方面有明显

亲眼看到包装前后货物的破损差

另外， 德邦在不断提高服务

优势。 ”崔维星称，“要发挥特长，

别时，客户最终重换了包装。“坚

品质的同时，也一直走在“增效降

做大件快递”，实际上就是把德邦

持可以极大地降低货物的破损

本”的最前端。 其充分发挥直营优
势， 以华为式的管理模式强化人

德邦在扩大市场份额时面对的竞

要发挥特长，大件快递请找德邦。 ”

争对手中，最不可绕开的
“
大鱼”。

崔维星表示。

肯定。
于德邦而言， 成熟和完善的

据了解，此前顺丰主要深耕快

据了解，德邦所称的大件快递

产品线以及标准化运作体系，经

在快运和零担领域深耕多年的业

率，维护客户的利益，这不仅是对

递，而德邦主要深耕快运领域。 但

是指其推出的拳头产品“3.60 特惠

过多年的沉淀已经“稳着陆”，目

务积累， 以快递的运营方式进行

自己工作负责， 更是对客户负

才梯队及管理提升， 持续对信息
技术加大投入， 齐头并进助力效
率提升。

是随着市场的不断变化， 德邦、顺

件”， 即 3 公斤到 30 公斤的重货。

前其主要产品总营收中， 公路快

全方位升级， 做大件快递市场的

责。 ”在庞剑军看来，这就是坚持

丰分别在 2013 年、2015 年跨界进

崔维星认为这一公斤段货物是现

运业务和快递业务营收总占比超

领航者。

的意义。

入对方所在领域。
面对不可避免的竞争，德邦选
择的战术是“差异化”，即上市后，

有快递公司的服务盲点。
智者取势而为。 德邦的这一战
术是取国家大势，取自身优势。

过八成。 同时，德邦在运力方面也

北京邮电大学邮政发展研究

“一线即服务，即责任，这也

赵国君认为， 物流快递领域

在不断加大投入， 此次上市募集

中心主任赵国君认为，未来市场竞

不难看出德邦对员工服务品质高

需要点线面的无缝衔接与完美结

的资金也将主要用于直营网点建

争更多是占领做强已有资源优势

要求。 ”在业内人士看来，正是因

合，核心聚焦在用户体验、成本和

业务重点瞄向大件快递。 并志在成

2018 年 1 月 8 日， 国家邮政

设、零担运输车辆购置、快递车辆

再拓展其他领域。 从德邦起源来

为千千万万个像庞剑军一样用心

效率上。 未来从市场上来看，能留

为中国性价比更高的大件快递服

部门领导在工作报告中明确指

与设备购置以及信息一体化平台

看， 其优势领域目前在大件快件

服务的快递小哥， 才成就了德邦

下的是用户认可度高、 网点建设

务商，行业的领航者。

出，支持企业创新寄递服务，加快

建设等项目。

上，虽上市较晚，但由于市场空间

良好的口碑， 客户拥有了良好的

全面、技术含量高、人员综合素质

的足够大，需求足够多样。

服务体验。

出众的公司。

“大件快递是客户对德邦的认

发展冷链、医药等高附加值业务，

“德 邦 的 优 势 在 与 同 时 拥 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