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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化市场外资热
落后产能难生存

本报记者 暴媛媛

行业格局逐渐清晰 部分企业实现盈利

共享单车：“洗牌”过后再出发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王轶辰

当前，共享单车行业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变局。在经历了一系列问题和行业“洗牌”之后，行业

格局逐渐清晰，企业运营状况不断改善。随着资本降温，行业恢复理性，一些企业基本实现了收支

平衡。未来，共享单车行业要想行稳致远，仍然要坚持精细化运营，探索更多元的商业模式，同时政

府监管也要建立灵活的准入机制，引领产业升级——

多家品牌发布最新款折叠屏手机

智能手机“变脸”市场表现待察
本报记者 黄 鑫

当前，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持续下滑，我国手机市场也已接近饱

和，全面屏手机目前已到达工艺极限，柔性可折叠屏将为智能手机打

开新的利润增长空间。不过，柔性折叠屏手机受价格昂贵、量产困难

等因素制约，能否赢得市场也有待进一步检验

不久前，壳牌中国宣布获得了中国国内成品油批发资
质，成为全球首个在中国获得成品油批发资质的国际石油
公司，这也是壳牌进入中国市场百年以来，首次获得国内
成品油批发资质。

事实上，跨国能源巨头一直对中国市场情有独钟，一
出手动辄就是百亿元级的重大项目。公开信息显示，去年
下半年，德国巴斯夫集团对华投资 100 亿欧元，建设
100%独资精细化工一体化基地；随后，美国埃克森美孚
公司对华投资100亿美元，建设100%独资石化项目。

跨国能源企业纷纷拓展在华业务版图，聚焦于高端石
化领域谋篇布局，是我国扩大开放以及优化外资营商环境
的直接体现。一方面，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化工市场，占
比约 40%的市场份额对跨国企业有着巨大吸引力；另一
方面，外企带来的不仅仅是投资和项目，也有业内前沿技
术和先进管理经验。

在跨国巨头加码石化上游投资的同时，我国化学工业
下游板块整体投资不足、上游炼油板块产能过剩的隐忧却
一直存在，结构性矛盾仍然明显。

来自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的数据显示，2018年
我国化学工业投资增长6.0%，结束了连续2年投资下降的
局面。“尽管2018年四季度后，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
业投资恢复增长态势，但全年增速只有 6.0%，仍然低于
6.5%的全国工业投资平均增幅，行业投资回升动力明显不
足。”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傅向升表示。

一边是上游板块产能过剩隐忧犹存,一边是高端化工
品市场需求仍待开掘却又面临行业投资不足困局。在国内
成品油市场已趋饱和，尤其是柴油 2018年全年表观消费
量再次下降的情况下，伴随石化产能不断增加，尤其是多
地炼化一体化装置相继投产，可以想象，国内炼化市场竞
争将更加激烈。

更值得关注的是，上游板块产能过剩的趋势已开始向
下游板块蔓延。中国石化联合会的信息显示，随着国内多
个新的炼化一体化装置陆续投产，烯烃、芳烃等对外依存
度较高的产品可部分满足国内市场；但不可忽视的是，一
些传统基础化工品也存在扩产冲动，PC等新材料产品在
建和拟建规模更是惊人。

尽管国内炼油企业已开始有意识地主动向化工转型、
主动向下游延伸产业链，但转型而来的新增产能是否会造
成化工行业投资和产能过剩又成了亟需提前考虑、未雨绸
缪的新问题。

有业内人士指出，在担忧化工行业有效投资不足的同
时，也要对潜在的过剩产能提前防范,要从产业链整体角
度重塑产能布局。

反观加紧布局国内市场的能源外企，其投资的国内项
目中不乏引入智能制造、建设一体化基地、重视终端市场
开发和拓展的理念，提升投资的科技含量、升级装备装置
等也是题中之意。或许，外企不断加码的投资热潮，将直
接或间接地影响国内石化行业转型升级，落后产能淘汰步
伐有望加快，行业集中度和科技含量也将有所提高。

2019 年的世界移动通信大会被柔
性可折叠智能手机刷屏了。一时间，智
能手机似乎集体被“掰弯”了。

2月 20日，三星抢在 2019世界移动
通信大会前发布了折叠屏手机，并宣称
这款手机已实现量产，期望能挽回三星
手机当下的颓势。

2 月 24 日，华为亮出了旗下首款
5G 可折叠屏手机 Mate X，最大可以
180 度对折，展开后的屏幕尺寸可达 8
英寸，还能实现分屏浏览。更难得的
是，即使在折叠状态下，机身厚度也只
有 11 毫米，解决了折叠屏手机过厚的
问题。

2 月 25 日，努比亚和维信诺又联合
发布了全球首款柔性屏“腕机”努比亚α，
这是一款戴在手腕上的手机，弯曲的屏
幕看起来很软，但其实硬度很高，耐划伤
性能等同于刚性AMOLED（有源矩阵有
机发光二级体）屏。此前，小米曝光的双
折叠屏手机也是和维信诺共同开发。

可折叠手机就像“变形金刚”，屏幕
合起来仍是传统手机的大小，方便携带，
打开则变成了一个平板电脑，更兼具娱
乐和办公的功能，迎合了当下消费者追
求便携和功能多样统一的需求。此前，
全面屏的推出也是为了迎合这一需求，
但显然全面屏目前已到达工艺极限，柔
性屏则有望成为下一个风口。

当前，全球智能手机出货量持续下
滑，我国手机市场也已接近饱和，国产手
机只得不断寻求创新点，试图突破高端
市场的“天花板”，打开新的利润增长空
间。因此，柔性可折叠屏成为重要突破
口。去年 10月份，柔宇科技已宣布发售
全球首款可折叠柔性屏手机。据了解，
联想早在 3 年前就曾展示过手环手机，
并表示要攻克可折叠技术。

柔性 AMOLED 屏幕是折叠手机和
穿戴手机的突破关键。市场机构预测，
AMOLED 市场规模在 2021 年将达到
768 亿美元，年复合增长率 32%，其中柔
性 AMOLED市场规模为 566亿美元，市
场占有率将达到 73%。2018 年，全球
AMOLED手机面板出货量已达到4.4亿
片，出货量同比增长3.4%。

但是，正如中兴通讯高级副总裁兼
终端事业部 CEO 徐峰所言，柔性折叠屏
手机目前商用还不是太成熟，这是个值
得关注的方向，还需要看市场客户的进
一步反应。

首先，柔性折叠屏手机太贵。柔宇
科技最早发布的可折叠手机价格还不到
万元，已被称为天价手机。三星和华为
的可折叠手机售价则分别为13300元和
17500元，价格更高。为此，柔宇科技创
始人刘自鸿还在微博上发表了一张柔
宇、三星和华为已发布的 3 款折叠手机
参数对比图，并附言：作为好产品，当然
最终都要回归一点，就是让用户买得到、
买得起、用得好。

其次，柔性折叠屏手机要想量产，还
得解决更多技术问题。事实上，量产与

价格是相辅相成的，只有量产了价格才
能下降。

“折叠屏手机目前的挑战主要仍在
于折叠面板，特别是在折叠耐受性与折
叠半径上的挑战。”众诚智库高级咨询师
吕承认为，为了同时满足折叠需求和保
护强度，手机盖板材料也是目前的开发
瓶颈。在手机设计上，重叠后的机身如
何能保持传统手机厚度，也是未来产品
技术改良的重点。

赛迪顾问信息通信产业研究中心高
级分析师申冠生则认为，折叠屏手机在
工艺上的难点已经不在于屏幕折叠，而
是芯片、主板等其他手机部件不可弯曲，
这就造成手机必须为此类元件提供固态
区域，于是又限制了屏幕尺寸调节的灵
活性。

总而言之，尽管各路手机“大神”纷
纷亮出了自家的可折叠手机产品，但到
底谁才能把利润装进自己的口袋仍未可
知。当前，受益最大的显然是维信诺、京
东方这些柔性屏厂商，先不论到底带来
了多少面板出货量，起码在股市上实现
了多日大涨。

可以肯定的是，可折叠屏手机产品
的推出，是手机厂商证明自己研发和创
新能力的重要名片。谁的屏更大、谁的
机身更薄、谁的铰链更耐用……每一个
细节都是技术进步的代言。

近日，北京法院公开信息显示，
ofo 与天津飞鸽的合同纠纷终于有了结
果，ofo 运营主体东峡大通 （北京） 管
理咨询有限公司共计8082.75万元的银
行存款和相应财产被冻结。仅今年，
ofo就新增40余条被执行人信息，执行
标的金额总计超2.2亿元。

ofo 频遭起诉押金难退，摩拜低于
前期估值被美团收购，继此前倒闭潮
后，共享单车行业又一次走到了风口浪
尖。看似热闹的共享单车到底是不是一
门好生意？剩下的企业还能走多远？行
业的监管如何加强？一系列的商业逻辑
亟需推进和打通，让共享单车从概念变
为可以持续的业态。

行业呈现分化格局

由于运维成本过高，盈利模式不清
晰，再加上前期竞争不计成本，导致了
共享单车行业长期以来鲜有企业能够盈
利，悟空、町町、小蓝、酷奇、小鸣等
一大批共享单车品牌因为资金链断裂纷
纷宣布倒闭或停止运营。

而且，行业危机并未因大批企业倒
闭而扭转。美团 IPO 招股书显示，自
2018年4月4日收购摩拜以来，摩拜于
2018 年 4 月 4 日至 4 月 30 日获得的骑
行收入 （1.47亿元） 只够弥补运营开支

（1.58亿元），摩拜固定资产折旧 （3.96
亿元） 则无法获得任何补充，净亏损为
4.07亿元。

ofo自2018年下半年以来更是频繁
遭遇起诉。8月底，凤凰自行车起诉东
峡大通欠款 6851.11 万元；9 月份，因
公路货物运输合同纠纷，百世物流起诉
东峡大通。同时，ofo 进一步收缩国际
版图，配合管理架构调整以应对财务危
机和运营难关。

不过，在危机中，行业发展也出现
了积极的一面。

随着资本降温，行业逐步恢复理
性，一些企业基本实现了收支平衡。

“通过精细化运营，我们在很多城市已
经实现盈利，这意味着企业可以长久做
下去。”哈罗出行联合创始人、执行总
裁李开逐告诉经济日报记者，一辆车的
成本800元左右，以3年寿命计算，每
天折旧成本大概 0.6 元，再加上不到

0.4 元的运维成本，一辆车一天的成本
为 1元。如果一辆车一天被骑 2次，就
能实现收支平衡。

精细化运营成关键

虽然行业问题不断，但不可否认的
是，共享单车带来了巨大的出行便利，
也为优化城市交通体系提供了新的可
能。艾媒咨询数据显示，自 2018 年以
来 ， 共 享 单 车 用 户 规 模 趋 于 稳 定 ，
2018 年用户规模达到 2.35 亿人，2019
年将增至2.59亿人。

在业内人士看来，有用户支撑的共
享单车市场前景是广阔的，但盈利也是
不易的。经过一轮整合后，行业正逐渐
步入成熟期，用户增长速度渐缓，头部
企业不再使用高速扩张的市场策略，而
是着手压缩运维成本，提升服务质量，
谋求长期健康的可持续发展，行业格局
趋向稳定。

做精一门生意，最重要的就是开源
节流。在节流上，如何提高效率成为共
享单车活下去的必选题。“希望用所有
的力量带来效率提升，如果没有效率，
即使用户愿意用，企业也无法支撑背后
巨大的成本和负担。”李开逐坦言，共
享单车企业资产重，客单价低，必须要
加快技术进步以提高精细化运营能力，
通过硬件升级、算法优化等方式，实现

线下运维线上化、可视化，将运维工作
从冗余低效的机械工作中抽离。

除了科学、精细化运营，共享单车
还需要探索更多商业化盈利模式。“目
前，出行工具的附加值开发都不是很
好。”申万宏源证券研究所首席经济学
家杨成长认为，共享单车可以向高附加
值的电信行业学习，尝试引入体育、娱
乐、休闲、文化等功能，让出行变得更
有意思，同时开发白领专车、老年专车
等更多产品来覆盖用户需求。

早在 2017 年 4 月份，哈啰出行尝
试在全国上线共享景区车业务，迅速切
入旅游景区智慧出行市场，推出“骑游
服务一体化运营”模式，且业务盈利状
况良好。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18
年，在哈啰出行覆盖的国内300多家景
区，游客年度骑游平均时长已超过
61.56 分钟，同比 2017 年增长超 70%，
全年景区骑行公里数达640万公里。

灵活建立准入机制

共享单车的出现，在早期也造成了
大量单车被无序投放、损毁私占的问
题。对此，各地政府也开始纷纷出台共
享单车管理办法和实施细则，据不完全
统计，2018年共有 34座城市出台了共
享单车管理办法，对共享单车企业开展
考评以及总量限制，实现企业单车份额

精细、动态管理。
“近年来，共享单车行业暴露出一

些问题其实是好事情，现在最重要的
是怎么形成新的行业市场运行监管规
则。”杨成长说，这需要靠企业在实际
运营当中总结出来，要解决共享单车
的社会公益性、共享性和商业性之间
的关系。

这两年，一线城市先后下发了“禁
投令”，对共享单车实行“总量控制”，
已经投放市场的共享单车继续使用并且
名额有效，未投放市场的共享单车被禁
止或限制投放。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扼杀
了市场竞争，产生了垄断情况，出行市
场缺乏更科学透明的企业引入及退出、
管理机制。

“共享单车总量控制的思路是受到
认可的。不过，还是会导致经营体制比
较健全、经营能力比较好的企业进入城
市受到限制。”哈啰出行高级副总裁李
卓生认为，凭借现有的技术完全可以将
共享单车治理得更好，淘汰机制应该更
快速一点。对此，艾媒咨询分析师认
为，政府应该进一步提高服务水平，从

“一刀切”的准入政策和禁投令向更加
灵活的方向转变，对共享单车企业实行
动态准入的政策，让更有能力的新兴共
享单车品牌进入市场，从而维护行业可
持续发展，并在提高经济活力的同时惠
及民生。

近段时间，中药行业正逢多事之秋，不少老牌企业问题
频发，云南白药“牙膏门”、同仁堂“过期蜂蜜门”、康美药业

“财报疑云”等负面事件，为中药行业的质量提升蒙上了一
层阴影。

当前，中药材质量提升已经引起社会和业内广泛关注，
尤其是标准化提升工作已成为行业共识。多年以来，国内
中医药行业的很多乱象和问题，都与行业未能形成标准化
有关。以中药饮片为例，作为中药行业的核心环节，由于缺
乏统一划分标准等因素，中药饮片一直是不合格产品的重
灾区。从中药饮片领域深入研究，上游到中药材，下游到中
成药，整个中医药行业曾一度面临信任危机。可以说，中药
材和中药饮片标准提升，关乎中医药发展的未来。也可以
说，掌握了标准就掌握了市场的主动权。

如何破解中药标准化的困局？各中药企业要积极贡献
智慧、形成共识，参与标准制定和完善。以康美药业为例，
该企业从中药饮片切入，与国家相关部门一同制定中药行
业质量标准和药材生产、加工标准，从而逐步实现中药行业
标准化。

同时，还要制定产业链标准。上至药材种植、药材交
易，下至生产开发、终端销售，中医药产业链的上、中、下游
产业都需要标准化的运营和整合。比如，康美药业就参与
制定了中药饮片国家标准以及小包装、色标管理、炮制等国
家标准；参与商务部中药材等级分类标准制定等。

康美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马兴田表示，当
前我国中药材的标准化问题仍待解决，中药材质量、饮片质
量不稳定问题，都需要通过标准的制定来解决和完善。未
来，行业应着重建设标准化中药饮片和医药现代化生产基
地，以标准化建设提升中药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中药材标准化问题亟待解决
本报记者 张建军

去年冬季以来，浙江义乌市三溪堂熬制的膏方迎来销

售旺季。图为在义乌市三溪堂中药房，中药师为新配制的

膏方抓药。 吕 斌摄（新华社发）

图为共享单车企业在安徽合肥街头

投放的共享单车运转良好。

本报记者 王轶辰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