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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奶粉获得10亿元电商订单，不仅客观反映了国产奶粉的品质过硬，更大大

提升了国产奶粉在市场角逐中的信心。未来的国产奶粉要继续坚持以本国母乳成分

和特点为中心，研发出更多满足中国孩子的营养配方。

五大动力电池企业合计市场占有率已接近70%——

动力电池产业逐渐告别“小散乱”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王轶辰

动力电池是新能源汽车的心脏，电池成本占新能源乘用车全部生

产成本的 40%至 60%，其技术进步对整个电动汽车发展起着关键作

用。随着动力电池产业集中度的提升，以及技术路线的逐渐成熟，未

来的动力电池将向着更安全、更长寿、充电速度更快的方向发展。

京东超市与君乐宝签订 10 亿元大单

国产奶粉提升品质赢市场
本报记者 许红洲 实习生 杨 敏

近日，君乐宝奶粉与京东超市达成战
略合作，双方签署了总量为 10 亿元的奶
粉订单，这也是国产奶粉截至目前所获电
商平台的最大签单。

“10 亿元签单是京东超市对君乐宝
奶粉发展前景的高度肯定，更是对国产奶
粉消费信心的极大鼓舞。”君乐宝乳业副
总裁、奶粉事业部总经理刘森淼介绍，
2017 年一季度，君乐宝奶粉同比增长超
过 125%，明星品项同比增长 237%。数
据显示，2016 年君乐宝奶粉在京东销量

同比增长 7.6 倍，今年一季度在京东销量
较上年同期增长超过两倍。

京东商城消费品事业部母婴采销部
总经理刘利振表示，母婴行业、特别是奶
粉行业是一个高度依赖品质的领域，奶粉
品牌的市场增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品质
实力。据悉，君乐宝在全球奶粉界率先通
过 BRC 食品安全全球标准 AA+顶级认
证，并于去年经过各方的严格审核，成功
登陆香港市场销售，充分证明了国产奶粉
的世界级品质。

“君乐宝奶粉坚持的‘优质优价’，与
京东‘多快好省’和‘只为品质生活’的品
质理念十分契合。”刘利振表示，京东一直
积极倡导品质电商，大力扶持品质过硬的
厂商，突出优秀品牌，助力品牌企业转型
升级、发展壮大。此次，京东超市与君乐
宝达成战略合作，将通过完整的采销、质
控、配送、售后等供应链管理，助力君乐宝
进一步提升品牌美誉度，为消费者提供更
有品质的奶粉产品和服务。

北京电子商务协会副会长林亚表示，

近年来很多国外奶粉品牌来中国淘金，其
中有不少是通过包括海淘在内的非正常
渠道涌入中国，借着国人对国产奶粉的不
信任，轮番涨价攫取巨额利润，更有贴牌
生产只对中国市场销售、品质难以保障的
产品。这些问题不仅对国产奶粉的发展
造成影响，更直接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

中国营养学会副理事长翟凤英认为，
婴幼儿奶粉配方应当结合本国母乳成分和
特点设计，依据本国宝宝膳食营养推荐量
添加。君乐宝与中国营养学会合作，共同
研发满足中国孩子的营养配方。

据测算，现在每天使用君乐宝奶粉的
消费者人数已经突破 110 万，相当于英
国、荷兰、爱尔兰、新西兰这几个国家每年
新生儿的总和。据刘森淼介绍，下一步君
乐宝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更多回馈消费
者的活动，并通过京东平台邀请广大消费
者，参观君乐宝牧场和奶粉工厂，亲身见
证国产奶粉的品质。

业内人士指出，君乐宝奶粉与京东超
市合作，既是品质奶粉和品质电商的合
作，也是优质国产奶粉品牌和国产电商平
台的合作，双方的合作将为国产奶粉复兴
之路探索方法、注入信心。

近日，银河证券发布数据显示，2016
年动力电池的市场集中度进一步提升，
比亚迪、CATL、沃特玛、国轩高科、天津
力神，五大动力电池企业的合计市场占
有率已接近 7 成。专家表示，随着动力
电池行业集中度的不断提升，将有效改
善市场小、散、乱的局面，大企业的研发
能力和市场竞争力得到加强，从而加速
动力电池进步的步伐，更好地支撑电动
汽车产业发展。

市场格局发生变化

“目前，中国锂电池产业面临的问题
主要是集中度明显偏低，且缺乏技术积
累和创新，导致资源严重分散，市场无序
竞争。”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行业协会动
力电池应用分会秘书长张雨坦言，这使
得中国锂电池产业始终大而不强，无法
优化资源配置，形成规范有序的市场格
局，也无法在与外部竞争时形成合力。

但过去一年，从行业品牌竞争格局
来看，无论是快充领域，还是慢充领域，
动力电池市场都呈现出了品牌集中程度
进一步提高的局面。数据显示，前五大
动力电池企业的合计市场占有率已高达
近 70%。其中，磷酸铁锂电池的市场集
中度更高，前四名占据 84%的份额，三元
电池的前四名则占据 60%份额。

集中度提升的背后是整个市场的大
幅增长。记者了解到，2016 年动力电池
出 货 量 达 到 27.8GWh，同 比 增 长 近
80%。其中，客车、乘用车、物流车的出货
量占比分别为 56%、32%和 12%，客车依
然是最大的应用市场，但乘用车的占比正
在快速提升。在电池类型方面，由于在客
车领域占据主导地位，磷酸铁锂电池的占
比仍高达70%以上，高能量密度的三元电
池在乘用车和物流车领域的优势明显，出

货量近6GWh，渗透率约20%。
“出现这种变化，归根结底还是市场

这只无形的手在发挥作用。”微宏动力系
统有限公司市场副总裁宋寒告诉《经济
日报》记者，在政策的刺激下，大量资本
进入到了动力电池行业，对初期的行业
发展也确实起到了促进作用。但是，小、
散、乱的品牌格局终究难以满足终端客
户的真正需求，少数拥有核心技术优势、
品牌优势的龙头企业能够更好地获得客
户的信赖和认可，从而获得更多的市场
份额。

近两年，动力锂电池市场已经成为
全球锂电池市场快速增长的最大引擎。
据中国化学与物理电源行业协会统计，
中国已成为全球锂电池发展最活跃的地
区。2016 年，中国锂电池市场规模约为
1115 亿元，动力锂电池需求 605 亿元，同
比增长 65.8%。2020 年动力电池需求量
将达到 2015年的 5倍。

补贴退步倒逼转型

2016 年底，备受业界关注的新能源
汽车补贴新政正式出炉。新政提高了新
能源汽车的补贴门槛、建立了惩罚机制，
且补贴金额退坡，即地方财政补贴不得
超过中央财政单车补贴额的 50%；除燃
料 电 池 汽 车 外 ，各 类 车 型 2019 年 至
2020 年中央及地方补贴标准和上限，在
现行标准基础上退坡 20%。

有观点认为，在补贴退坡的影响下，
2017 年 动 力 电 池 市 场 会 出 现 大 幅 滑
坡。以动力电池应用最广泛的客车市场
为例，8 米至 10 米的纯电动客车，补贴从
最高的 40万元下降到最高 20万元，降幅
达到 50%。巨大的补贴降幅可能带来电
动客车销量的下滑，进而导致动力电池
市场增速减慢。

“不可否认，随着补贴的退坡，对动
力电池市场带来了消极影响，但要说市
场会出现大幅滑坡则未必。”宋寒表示，
整个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条积极应对挑
战，通过产品技术升级、优化生产管理、
优化供应链等方式控制产品成本，为终
端客户提供更有竞争力的产品。

天津力神电池股份有限公司总裁秦
兴才认为，补贴退坡带来的压力确实很
大，但是一个产业不能只靠国家补贴。
目前动力电池行业正处于快速扩充阶
段，下阶段行业将会重新“洗牌”。

“高快长”成未来趋势

动气电池企业能否跟上政策退坡的
进程，在新一轮行业洗牌中脱颖而出，关
键在于能否在提升电池安全、寿命和能
效的同时，进一步降低成本。

“动力电池行业的市场竞争将进一
步加剧，低端重复产能将被淘汰，优质企
业在未来的市场竞争中处于越来越有利

的地位。”宋寒说，根据调整后的最新补
贴政策来看，未来 5 年内，补贴将逐步退
坡，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客户的采购
决策。具备技术优势、品牌优势、规模优
势的企业，在产品性能、客户口碑、成本
分摊等方面要优于其他企业，更容易获
得客户的信赖，拿到订单。

目前，锂电池产业的技术路线很多，
要想真正实现新能源汽车的市场化推广，
让消费者更加放心、便捷地使用新能源汽
车，选择和发展“高安全、快充、长寿命”电
池技术是必然趋势。首先，安全是电池需
要首要考虑的问题。其次，电池需要具备
快充的能力才能够满足消费者机动性的
需求，长寿命更是汽车设计的基本原则，
这也保证二手车辆流转成为可能。

值得注意的是，从技术路线来看，当
前市场上已经呈现出了坚持走慢充路线
的企业逐步开始向快充路线渗透的局
面，从近期的一些企业公告可以看出，不
少慢充路线的代表性企业推出了快充
产品。

上市钢企一季度业绩喜人
新闻回放：一季度钢材价格维持高位，多数

上市钢铁企业的一季度业绩也随之呈现良好局
面。数据显示，目前已有 4 家上市钢企披露今
年一季报，4 家钢企一季度均实现了盈利，且其
中有 3 家钢企在一季度实现的净利润超过了去
年全年。

点评：钢企扭亏为盈，体现了去年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取得的成效。不过，随着钢企在钢价、

利润双双攀升的刺激下加大生产力度，粗钢产

量明显增长。3 月底以来，钢价又开始了下行走

势，后期钢企的业绩增速将逐渐“和缓”下来。

这也提醒我们，去产能千万不能“松劲”，不能因

为取得初步成果就麻痹大意，放慢了结构性调

整和技术改造的步伐；尤其要防止低端落后产

能死灰复燃，导致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前功尽弃。

智慧城市建设提速
新闻回放：根据国家相关部委推进智慧城

市建设部署，预计今年年内我国启动智慧城市
建设和在建智慧城市的城市数量将有望超过
500个。目前，已有 290个城市入选国家智慧城
市试点，并有超过 300 个城市和三大运营商、蚂
蚁金服、腾讯等企业签署了智慧城市建设协议。

点评：智慧城市建设一方面有望为缓解“城

市病”发挥重要作用，另一方面也意味着相关产

业迎来重大机遇。从交通物流到公共安全，从民

生保障到城市服务，都需要“大智移云”等现代化

信息技术手段大显身手。需要注意的是，建智慧

城市要避免各自为政、重复建设，打破“信息孤

岛”，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智能技术的价值。

小米6能否打赢翻身仗
新闻回放：4 月 19 日，国内首款搭载骁龙

835 旗舰处理器的手机小米 6 发布，其拥有变焦
双摄像头、四曲面机身、护眼屏等设计亮点，起
步售价也从此前小米系列的 1999 元涨到了
2499元。

点评：近年来，小米在与华为、oppo、vivo 等

国产手机厂商的竞争中略占下风，暴露出诸多

短板和问题，值得深思。从新品小米 6 的发布来

看，一方面展现出小米在机身工艺等方面的不

断探索，甚至加入了陶瓷等创新元素，给人惊

喜；另一方面，其在供应链方面的老问题依然没

有彻底解决，导致空有叫好的产品，却没有产能

来满足市场，现货不足的报道频频见诸报端。

在手机业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玩“饥饿营销”

可能越来越不好使了。

本报讯 记者于泳报道：4 月 21 日，中国企业联合
会、工业和信息化部在四川泸州市举办推进工业文化发
展座谈会。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工业设计、
工业遗产、工业旅游等都是工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
是工业文化作用最凸显的领域。今年将发布首批工业遗
产试点名录，鼓励各地利用工业文化资源，打造具有鲜明
特色的工业旅游产品。

今年年初，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印发了《关于推
进工业文化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在着力推进制造强国
和网络强国战略的关键时期，既需要技术发展的刚性推
动，也需要文化力量的柔性支撑。大力发展工业文化，是
提升中国工业综合竞争力的重要手段，是塑造中国工业
新形象的战略选择，是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的
有力支撑。

中国企业联合会副会长兼理事长朱宏任告诉《经济
日报》记者，当前我国许多工业企业大而不强、产品低端
的深层次原因，正是由于我国以现代工业精神为核心的
工业文化薄弱，加强企业文化建设，推进工业文化发展，
是实现中国制造 2025、建设制造强国的重要保障。

两部门联手推进工业文化发展

首批工业遗产试点名录今年发布

登山踏青，坐看云起；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桃红柳绿，落樱烟

雨⋯⋯四月的青岛，融合了春季最诗意、最浪漫的春天底色，花的

姿态在春的气息中悄然伸展，似是那一夜的春风袭来，满城花

开。2017 年 4 月 18 日，一场以“春意市南 时尚花开”为主题的

2017 青岛赏花会在中山公园盛大启帷。开幕式上发布了 5 条市

南区春季经典赏花路线，为市民及游客提供参考。活动当天还邀

请导游大师孙树伟带领资深摄影师、旅游达人体验经典赏花路

线，欣赏樱花、郁金香等。

20 世纪 30 年代起，中山公园的赏樱活动就久负盛名，“东园

花海”被列为青岛十景之一，臧克家等著名作家都曾记述青岛樱

花会的盛况，因此开幕式选在中山公园举行。音画诗《青岛记

忆》、时装表演《花开盛世》等节目，通过朗读文学大师描写青岛的

散文名篇、旗袍秀等形式，再现 20 世纪 30 年代的赏花场景，追溯

青岛的人文历史积淀。为提高赏花会的参与度和关注度，开幕式

上还发布了青岛赏花会 LOGO 征集活动及 2017 青岛·市南“时尚

花开”第三届摄影大赛，期待更多的市民及游客在赏花的同时，通

过设计、影像等形式，积极参与到征集活动中来。

2017 青岛赏花会将一直持续到 4 月 28 日，将采取赏花路线

与街头艺术展示相结合的形式，以中山公园、八大关、太平角等著

名赏花地为核心，将赏花路线进行艺术化提升。选取 10 余处广

场、街角、花间等节点，组织时尚街头演艺、艺术家写生、原创时装

秀、街头快闪等充满艺术性、参与性和趣味性的街头艺术展示活

动，用流动的人展示流动的艺术，将赏花、人文与艺术融为一体。

零距离舞台，全民性参与，成为本届赏花会的最大特色与看点。

与此同时，市南区还设计印制了 5 万份时尚赏花地图万份时尚赏花地图，，将在辖区将在辖区

主要的旅游信息咨询中心、商超以及社区等处发放及社区等处发放，，形成全民赏形成全民赏

花、全域赏花的盛会。

赏花会期间，2017 青岛·市南“时尚花开”第三届摄影大赛三届摄影大赛、、

青岛赏花会 LOGO 征集、青云图赏花之旅、“亦花·亦世界世界””当代艺当代艺

术名家邀请展、青岛国际民俗节、2017 中国（青岛）诗歌节节、、多肉多肉

植物主题展、巨型樱花树景观等主题活动，及各类文博场馆的主馆的主

题展览和特色活动也将贯穿赏花会全程，营造全城欢动、全民参

与的时尚氛围。

今年市南区还将定期举办国际婚庆节、时尚论坛、时尚展演、

文化演艺等时尚活动，打造“沸腾”的青岛湾,营造开放互动的时

尚氛围,倡导活力健康的时尚生活，打造中国北方时尚之城。

·广告

青岛市南区：春意市南“赏花会”启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