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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 业

青铜峡铝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青
铜峡铝业”）日前公布好消息。面对新冠肺炎
疫情带来的不利影响，今年1月份至8月份，
公司实现利润1.73亿元，成功扭亏为盈。

青铜峡市隶属于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
市。熟悉这座西北城市的人都知道，这里依
铝而兴，伴铝而衰。当地最大的铝业企业就
是始建于1964年的老国企、国内八大电解铝
企业之一——青铜峡铝业。

青铜峡铝业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
常玉杰告诉记者，刚刚进入21世纪的那几
年是青铜峡铝业的辉煌期。从2000年至
2004年，公司先后上马了好几期扩产工程；
2008年，宁东电解铝节能环保改造项目也
顺利投产，主要产品产能增加到115万吨，
青铜峡铝业也由此成为国内最大单体电解
铝生产企业。

可是，随着市场行情发生变化，企业利润
逐渐摊薄，至2013年已经陷入亏损境地。“一
方面，我们也面临着老企业普遍存在的能耗
高、效能低、企业办社会负担重等问题；另一
方面，巨大的产能已经成了阻碍企业健康发
展的‘包袱’。”常玉杰坦言。

为扭转这一情况，在吴忠市委、市政府，
青铜峡市委、市政府的主导下，行业主管部门
全马力开动，他们请专家、作调研，开展头脑
风暴，力求为这家老企业寻找治病良方。同
时，青铜峡铝业管理层也开始从内部挖潜。
他们“自己给自己动手术”，以刮骨疗毒的决
心开展了一系列改革。

青铜峡铝业集团有限公司党群工作部主
任刘海滨告诉记者，公司改革的重点主要集
中于三个方面。

其一，优化机构设置，撤销、撤并、拆分多个生产车间，完成组织机构
调整及中层干部、一般管理人员竞争上岗，实现“干部能上能下”。同时，
加快干部队伍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建设，新提拔年轻干部20名。“我们
最认可绩效分配制度改革。政策向生产一线、关键岗位倾斜后，一线工作
人员绩效人均增幅达50%左右。”青铜峡铝业集团有限公司电解三车间主
任苏旭东说。

其二，创新管理方式。青铜峡铝业一方面精选作风硬、观念新、懂技术、
会管理的年轻干部充实到一线，围绕关键指标精耕细作；另一方面，将精细
化管理理念贯穿于生产、销售的全过程中。统计显示，2019年，该公司电解
铝成本电耗同比降低495千瓦时/吨铝，吨铝完全成本同比降低1521元，原
铝液产量同比增加1.25万吨；今年1月份至8月份，电解铝成本电耗同比再
次降低329千瓦时/吨铝，吨铝完全成本同比降低1374元，关键指标创造历
史最好水平。

其三，积极加快转型。以前，青铜峡铝业的主要产品为铝锭。为适应市
场变化，公司努力延伸产业链条，优化产品结构，变铝锭为铝水、铝棒、合金
锭、铝板，大幅拓展了市场空间。

在企业努力自救的同时，吴忠市委、市政府，青铜峡市委、市政府也
给予了巨大支持。刘海滨告诉记者，青铜峡市委书记张自力上任第二天
就到青铜峡铝业现场办公，为企业脱困“问诊把脉”。对于企业最关心的

“三供一业”（供水、供暖、供气及物业管理移交）问题，有关部门也积极
协调解决。

“对于青铜峡铝业来说，2020年是不平凡的一年。能够成功扭亏为盈
对我们的鼓舞很大，启发也很多。唯有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企业才能实现
高质量发展。”刘海滨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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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李治国报道：国
内领先的云及数字化服务商神州数
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与浙江世纪华
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日前在上海联
合宣布，将围绕世纪华通旗下超算
中心，共同推动云“运、管、服”基地
打造及超算平台搭建，为客户提供
全套以云技术为核心、传统IT为辅
助的全产业链服务。

根据协议，双方将推进云手
机、云PC等云设备的研发工作，针
对云游戏、移动APP智能托管、企
业安全办公、行业安全远程终端等
场景，加快开展云化完整解决方案
研发，推动“云”算力向“端”延伸，构
建便捷、安全、云端一体化的新场景
体验。

浙江世纪华通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CEO王佶表示，随着数字化应用
深入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超算中
心已经成为百姓日常生活必需的

“水电煤”。作为一家轻资产的游戏
企业，世纪华通希望与国家“脉搏”
共振，发力“新基建”，努力成为数字
经济领域龙头企业。

随着“新基建”的推进，数据中

心产业正迎来爆发期。《2019—2020
年中国IDC产业发展研究报告》显
示，在深化数字转型及“新基建”的
支撑下，特别是5G、工业互联网及
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应用，进一步
推动中国IDC（互联网数据中心）行
业客户需求充分释放。2019年，中
国 IDC业务市场规模达到1562.5
亿元，同比增长 27.2%。预计到
2022年，中国IDC业务市场规模将
超过3200亿元。

目前，世纪华通正在积极布局
5G云游戏、人工智能、脑科学等前
沿科技领域。“建设超算中心的目标
是推动行业从数据存储向数据决
策、人机融合方向‘进化’。未来，我
们将依托超算中心，加快在数字医
药、数字器官、人机融合等方面的探
索。”王佶表示，公司将通过深度整
合大数据、云计算以及人工智能等
技术，推动人工智能从“感知智能”
向“认知智能”迈进，最终达到“决策
智能”。

王佶表示，双方的战略合作有
望革新超算科技，为客户开启“漫步
云端”的全新生活方式。

世纪华通携手神州数码

打造完整超算中心产业链

本报讯 记者柳文、通讯员董
珏奇报道：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一直
是困扰小微企业发展的难题。近
期，浙江银保监局积极指导辖区内
金融机构推进服务方式创新，努力
形成金融合力。

在浙江绍兴银保监分局的引
领下，交通银行绍兴分行主动转变
服务方式，从小微企业需求入手，
创新推出“线上抵押贷”产品。该产
品可以依托互联网技术，通过“大
数据”模型快速实现房产评估，完

成贷款申报流程，盘活企业主个人
优质固定资产。客户仅需在手机端
填写抵押物房产等信息，系统即可
实时反馈评估价格及可贷金额，有
效满足小微企业“短、频、快”的融
资需求。

据交行绍兴分行行长黄红宇
介绍，今年以来，该行已累计为
1303 户 小 微 企 业 主 提 供 授 信
22.64亿元，当年新增授信17.54亿
元，有效满足了小微企业复苏的融
资需求。

交行推“线上抵押贷”助企复苏

拼多多“盈利”了！
拼多多 2020 年第三季度财务报告

显示，本季度拼多多营收为 142.098 亿
元，同比增长89%；归属于拼多多普通股
股东的净亏损为 7.847 亿元，去年同期
净亏损是 23.35 亿元。不过，在非美国
通用会计准则（NON-GAAP）下，今年
三季度，拼多多净利润为 4.664 亿元，而
去年同期净亏损有 16.604 亿元，首次实
现季度盈利。

一会儿盈利，一会儿亏损，要看懂拼
多多的财报，首先得了解什么是NON-
GAAP。

简单来说，NON-GAAP 与美国通
用会计准则（GAAP）最大的不同是股权
激励计算方式不一样。由于互联网上市
公司经常搞大额股权激励，所以很多在
NON-GAAP下盈利的公司，放在GAAP
下，就会“变”为亏损。这也是为啥有分
析人士“吐槽”，拼多多宣称的盈利其实
靠的是“财技”。

那么，判断零售企业能否真正赚钱
的财务指标到底是什么？答案是经营性
现金流。对于零售企业来说，只要用户

规模还在不断扩大、经营性现金流量净
额持续为正，公司迟早会盈利。

按照这套标准再来重新审视拼多
多，可以看到第三季度 GAAP 口径下拼
多多亏损 7.8 亿元。从 GAAP 亏损到
NON-GAAP 盈利，加回去的几个项目
分别是股权激励、可转债票面价值摊销
的利息、长期投资带来的公允价值变
动。其中，“大头”是股权激励，对业务趋
势影响很小。

所以，现阶段谈拼多多“盈利”，尚有
水分，加个引号不冤。

不过，好消息是，仅从三季度数据
看，拼多多走势向好，真正的整体盈利或
已为时不远。

首先，活跃用户数与单个用户年消
费额双双大涨。

截至今年 9 月底，拼多多年活跃用
户 数 达 7.313 亿 ，相 较 于 去 年 同 期 的
5.363 亿，同比增长 36%，一年内增长了
1.95 亿，其中仅第三季度单季净增长就
高达 4810 万。从“5 亿人都在用的拼多
多”到“7亿人都在用的拼多多”，用时仅
1年。

在用户规模不断增长的同时，单个
用户的年消费额同比增长 27%，达到
1993元。由此可见，拼多多不仅在活跃
用户增速上傲视群雄，而且人均消费水
平增速也不低。当然，这一数据相比于
老牌头部平台仍有不小差距，成长空间
巨大。

其次，营收重回高增长态势。
从去年9月份至今年9月份，受益于

国内消费市场“重启”，拼多多GMV（一
段时期内的成交总额，多用于电商行业）
达到14576亿元，同比增长73%。

GMV 的增长带动了营收上扬。今
年三季度，拼多多营收超过142亿元，同
比增长89%。这主要得益于在线营销服
务营收的增长：在线营销服务营收为
128.777亿元，同比增长92%。

再次，现金流充裕。财报显示，截至
9月底，拼多多持有现金、现金等价物及
短期投资达456亿元。

最后，资金使用效率有所提升。第
三季度，拼多多销售与市场推广费用高
达100.72亿元，同比增长46%，相当于第
三季度日均“烧掉”1亿元。这说明，拼多

多还在继续加大用户端的投入力度。需
要注意的是，与“烧钱”速度居高不下同
步发生的是，“百亿补贴”的“性价比”越
来越高了，推广费与收入的比例降至
71%，是其上市以来的最低点。

以上均为财报中披露的内容。
实际上，财报之外，拼多多还有另一

个增长点——“多多买菜”。
自今年 7 月份拼多多新任 CEO 陈

磊上任以来，就进一步加大了对新电商
生态体系尤其是农产品价值链的战略
投资。平台上线了以“多多买菜”等为
代表的一系列创新业务，努力推动农
业从种植、生产、流通到消费的全链条
创新。按照陈磊的想法，拼多多将为农
产品到用户餐桌全产业链赋能，成为中
国最大的农产品上行平台。接下来，平
台还将继续加大在农产品领域的投入
力度，包括持续投入买菜业务，与合作伙
伴共建冻库、冷链，提升农产品流通效
率等。

当然，现阶段谈电商平台依旧绕不
开“烧钱”这个“基本面”。尤其是面对

“双十一”这场“烧钱大战”，各家各户纷
纷豁出“血本”，拼多多再度加码补贴也
在情理之中。由此推断，下季度拼多多
重回亏损也不是不可能的。但无论怎么
说，盈利模型一旦经过验证，剩下的就只
是时间问题了。

市场的判断也大抵如此。受财报提
振，11 月 12 日美股收盘，拼多多的股价
一日暴涨了 20.41%。粗算下来，今年以
来，拼多多股价已经上涨了约255%。

愿拼多多早日摘掉“盈利”的引号。

从“盈利”到盈利，拼多多还要走多远
韩 叙

越秀集团重组辽宁辉山乳业集团启
动大会日前在沈阳召开。

早前，由越秀集团递交的资产重整
方案获得辉山乳业多数债权人投票表决
通过，该方案已经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裁定正式生效。

业内人士评价认为，越秀集团重组
辉山乳业，标志着越秀集团食品板块业
务范围延伸至东北地区，板块整体实力
将得到跨越式提升。同时，这一重组也
将为广州市属国企食品板块发展注入新
的动力。

越秀集团是广州市国资委下属的资
产规模最大的国有企业。历经35年发
展，该集团目前已形成以金融、房地产、
交通基建、食品为核心的“4+X”现代产
业体系。2019年，越秀集团总资产达
6700亿元，营业收入648亿元，全年利税
总额超240亿元，位列中国企业500强、
中国跨国公司15强。

“越秀集团重组辉山乳业，既是基
于广州市委、市政府以及市国资委关于
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加快发展市属
农业食品企业的决策部署，也是我们集
团‘内延外拓，做强做大食品主业’的战
略需要。”越秀集团董事长张招兴告诉
经济日报记者，越秀集团于2018年底
整合广州风行集团，致力于将越秀风行
食品集团打造成为广州市属食品龙头
企业以及粤港澳大湾区优质食品供应
龙头企业。按照集团制定的目标，至

“十四五”期末，集团食品板块营收将达
到500亿元。

越秀集团食品板块的战略布局是打
造集乳业、畜牧养殖、食品加工、商贸流
通于一体的“4+F”产业体系。其中，乳
业板块目前拥有广东省知名乳品品牌

“风行”、河北省知名品牌“长城”，还拥有
距离乳品加工基地不超过60公里的中
国农垦标杆牧场，“从牧场到餐桌”正从
构想变成现实。

辉山乳业诞生于1951年。经过多
年布局，辉山乳业现已形成覆盖饲草、牧
草种植，精饲料加工，良种奶牛饲养繁
育，全品类乳制品加工，乳品研发及质量
管控，清洁能源等在内的全产业链。这
与越秀集团“内延外拓，做强做大食品主
业”的战略十分契合。

越秀集团有关负责人表示，此次参
与辉山乳业重组，一方面有利于集团食
品板块实现跨越式发展，另一方面也有
利于企业依托东北优势资源，发展特色

农副食品产业，在事关民生的农业及食
品领域进一步发挥国有企业的“顶梁柱”

“压舱石”作用。
根据重整计划草案，未来，双方将

共同设立新公司。新公司将持有辉山
中国及辉山乳业集团沈阳公司 100%
股权，进而间接持有辉山乳业集团系列
企业其他公司 100%股权。越秀风行
食品集团作为重组方将提供不超过30
亿元资金，其中越秀风行食品集团以现
金20亿元出资持有新公司67%的股权，
转股债权人以债权作价9.85亿元出资持
有新公司33%的股权。此外，越秀风行
食品集团还将提供不超过10亿元的共
益债务借款用于清偿本重整计划草案规
定的各类债务、改善生产经营或补充现
金流。

在人员安置方面，越秀集团一直秉
持人力资本比财务资本更重要的理
念。“辉山乳业之所以能够成为辽宁第
一乳业品牌，靠的就是一批有能力、有
经验、有担当的干部职工。越秀集团倍
加珍视这些人才。”张招兴告诉记者，重
组辉山乳业后，越秀集团首先将解决辉

山职工债权问题，力争在3个月内完成
现金清偿。

越秀集团还计划稳步扩张辉山乳业
上游资产，力争到2025年，奶牛数量达
到20万头至23万头；年产原奶100万吨
至130万吨；液奶产品销售额达到20亿
元至25亿元。

“未来，辉山乳业将成为越秀风行食
品集团乳业板块中最重要的一块‘拼
图’。我们将保持新辉山公司运营管理
的独立性，继续坚持全产业链模式，坚持
奶源100%来自规模化自营牧场，坚持将
辉山品牌做强做大。同时，越秀集团将
为辉山产品进入粤港澳大湾区市场提供
全方位的资源与渠道支持。”越秀集团有
关负责人表示。

这位负责人还告诉记者，目前，越
秀集团食品板块中起支撑作用的是一

“猪”一“牛”，前者是生猪养殖全产业链，
后者是涵盖优质奶牛、奶源的乳制品全
产业链。

在生猪养殖方面，越秀集团将努力
打造集饲料生产、种源培育、生猪养殖、
屠宰加工于一体的全产业链项目，力争

成为大湾区畜牧养殖龙头企业。目前，
集团正在广东、贵州、湖南等省份布局生
猪养殖全产业链项目，形成广东省内省
外齐头并进的发展格局。

在乳业方面，辉山乳业的重组加入，
将带来规模化高端原奶供应，进一步夯
实越秀风行食品集团乳业板块的发展
基础。越秀集团将利用辉山乳业良好
的产业基础及品牌积淀，持续完善业务
布局和营销网络，整合优质奶源和知名
产品，融合区域冷链与销售渠道，形成

“南风行、中长城、北辉山”的“一体两
翼”全国化布局，分别辐射粤港澳大湾
区、京津冀、东北地区等三大市场板块，
为集团实现高质量、跨越式发展提供有
力支撑。

“越秀集团有信心将整个乳业板块
发展成为全国奶牛养殖规模前三、整体
营收达到前十的乳业企业。集团将发挥
辉山乳业的‘桥头堡’作用，在东北地区
发展饲料生产、食品深加工等特色农副
食品产业，同时在全球范围内筛选对接
产地资源，通过并购、战略合作等方式，
实现‘买全球、卖全球’。”这位负责人说。

越秀集团重组辉山乳业工作启动——

南北联手做大做强乳业板块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庞彩霞

图为辉山乳业牧场内的转盘式榨乳设备。 （资料图片）

非美国通用会计准则（NON-GAAP）与美国通用会计准则（GAAP）最大的不同

是股权激励计算方式不一样。由于互联网上市公司经常搞大额股权激励，很多在

NON-GAAP下盈利的公司，放在GAAP下就会“变”为亏损。所以，现阶段谈拼多多

“盈利”，尚有水分，加个引号不冤。不过，好消息是，仅从三季度数据看，拼多多走势向

好，真正的整体盈利或已为时不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