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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老吉“延寿10%说”的商业逻辑
12 月 5 日，广药集团董事长李楚源在《财
富》国际科技头脑风暴大会上宣布，国家 863
计划研究结果表明，喝王老吉可延长寿命大
约 10%，引发舆论哗然。值得注意的是，在论
坛召开前一天，王老吉举行 190 周年主题活
动发布 1828 罐。分析认为，此次王老吉打出
延长寿命概念，是在凉茶市场增速放缓及推
出新产品的情况下使用的一种营销手段。

凉茶延寿？
凉茶延寿
？
被打上“延寿”标签的王老吉引起市场关
注。李楚源在《财富》国际科技头脑风暴大会
上表示，中药在提高人的寿命和体质上非常
重要，现在全球医药的研发有 54%是从植物
药里研发出来的，植物药的研发前途较大。
目前，公司中医药的研发已经引起全世界关
注，王老吉是植物饮料，国家 863 计划研究结
果表明，喝王老吉可延长寿命大约 10%。
有意思的是，王老吉本想借助华大基因
总裁尹烨认可加大宣传，却遭到尹烨的官方
否认。12 月 5 日，王老吉官方微博发布“华大
基因总裁尹烨为王老吉国家 863 科技成果
‘喝
王老吉可延长 10%寿命’
点赞”
快讯显示，
李楚
源宣布喝王老吉可以延长寿命大约 10%一事
得到深圳华大基因股份有限公司尹烨的高度
认可。12 月 6 日，尹烨转发该微博并写到“只
是礼节性点头并不代表认可此结论。关于人
类寿命延长是综合课题，
迄今为止没有任何单
一因素能形成如此显著的效果。
”
事实上，
此次并非王老吉首次提出延长寿
命概念，不过，此前王老吉一直宣称可以延长
动物寿命，
此次却宣布可以延长人类寿命。根
据王老吉方面提供的材料显示，2008 年，王老
吉就组建了“凉茶重点工程技术研发中心”。
2010 年，王老吉凉茶安全性评价项目入选国
家 863 计划，经过 2011 年 6 月-2013 年 6 月的
项目研究，
于2013 年6月公布阶段性成果。
2016年1月，
王老吉正式公布课题组参照美
国FDA标准的要求，
通过对576只大鼠样本进行
为期两年的安全性实验，
发现王老吉凉茶实验组
的大鼠存活率优于对照组，
显示长期饮用王老吉
凉茶可延长动物寿命。不过，
由于当时没有公布
实验数据和论证过程，
遭到很多质疑。
王老吉相关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
示，
公司确实在 2011 年左右开始参与国家 863
计划项目研究王老吉凉茶的安全性，
并得出王
老吉凉茶具有延年益寿的效果。但相关实验数
据和论证过程等资料无法提供。
“后期可能会邀
请相关项目的参与者进行详细解读。
”

上面有点营销过度。高级乳业分析师宋亮表
示，
王老吉此次宣布能够延长寿命的营销手段
体现了公司对大健康产业理解的浮躁，
在整个
行业增速放缓后没有潜心去研发和寻找新的
增长点的基础上，
盲目去做夸海口的事情来提
升产品高端化从而误导消费者对产品的认知
这本身就是一个不合逻辑的事情。
“在没有科
学依据的情况下进行导向性宣传，
企业只能把
自己推向远离消费者的地方。目前我们在生
命科学方面没有做深入研究，
企业打出产品具
有某些生命意义上的功效这本身就是企业浮
躁心态的一种表现。
”
宋亮如是说。

销量瓶颈
王老吉打出延寿概念在一定程度上也

反映出整个凉茶市场增速放缓的现状。相
关统计数据显示，2016 年中国凉茶行业市场
销售收入达 561.2 亿元，同比增长 4.2%。而
这一数字在 2015 年为 10%。根据中国食品
工业协会今年 3 月发布的《2016 年度饮料行
业整体运行报告》显示，2016 年凉茶行业市
场销售收入达 561.2 亿元，占整个饮料行业
市场份额的 8.8%，位居饮料行业第四大品
类。
在宋亮看来，凉茶的销售具有局限性，并
非所有的人都喜欢喝凉茶，有了乳酸菌等饮
品后，凉茶的销售逐渐放缓，已经进入销售瓶
颈。王老吉想借助延长寿命的概念来炒作让
消费者喝凉茶。
一位不愿具名的分析人士向记者表示，

目前凉茶市场以王老吉和加多宝为主,和其
正为辅,其他小品牌为补充的销量组成，从目
前市场份额来看，王老吉市场份额约为 60%，
占据行业龙头地位，但面对整个市场增速放
缓现状，王老吉需要寻找新的销售增长方
式。
“ 长期打太极才能达到强身健体的效果；
持续喝中药才能解决身体疾病。凉茶销售具
有局限性，王老吉应该是想通过打造延长寿
命的概念达到让消费者长期购买饮用的目
的。”上述不愿具名分析人士说道。
记者注意到，为增加销售筹码，王老吉近
两年开始进行产品升级和单品多元化战略。
2016 年 7 月，王老吉正式宣布推出无糖、低糖
两款凉茶新品；2017 年 9 月，王老吉推出“黑
灌装”凉茶。
据《北京商报》

尾盘杀跌沪指跌0.67%

第三季度移动支付金额近 50 万亿
6 日，央行发布 2017 年第三季度支付体
系运行总体情况。数据显示，全国支付体系
运行平稳，社会资金交易规模不断扩大，支
付业务量保持稳步增长，特别是移动支付增
长较快。
央行数据显示，第三季度，银行业金融
机构共处理电子支付业务 381.35 亿笔，金额
523.47 万亿元。其中，网上支付业务 120.87
亿 笔 ，金 额 439.89 万 亿 元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4.14%和 1.37%；移动支付业务 97.22 亿笔，金
额 49.26 万 亿 元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46.65% 和
39.42% ；电 话 支 付 业 务 4108.90 万 笔 ，金 额
2.16 万 亿 元 ，同 比 分 别 下 降 55.89% 和
61.98%。第三季度，非银行支付机构处理网
络支付业务 10778.33 亿笔，金额 38.98 万亿
元，
同比分别增长 76.78%和 47.99%。
同时，银行卡发卡量平稳增长。截至第
三季度末，全国银行卡在用发卡数量 65.18
亿张，同比增长 8.35%，环比增长 2.69%。其
中，借记卡在用发卡数量 59.66 亿张，同比增

新华社北京 12 月 7 日电（记者王璐 王
炳坤）12 月 7 日《经济参考报》刊发题为
《第三批国企混改试点方案将上报》的报
道。文章称，作为国企改革的重要突破口，
混改新局面正在加快形成。
《经济参考报》
记者了解到，目前第三批国企混改试点正
在做前期工作，方案近日要上报。其中，辽
宁交通建设投资集团交通规划设计院、辽
宁环保集团辽宁北方环境保护有限公司、
辽宁能源投资集团风电公司等入围，中国
石油集团电能有
限公司此前也宣
称申请纳入试点
单位。
业内专家认为，与前两批不同，油气、
铁路等垄断行业以及钢铁、煤炭、电力等存
在产能过剩行业的国企将是第三批混改的
重头戏，特别是东北三省、河北等相关行业
的地方国企尤为引人注目。而随着今年央
企公司制改革的完成，混改将有望更多触
及集团层面。在众多市场人士看来，这将
是未来重要的投资机会。
在近日举行的混合所有制改革论坛
上，国务院国资委副秘书长彭华岗提供的
一组数据显示，当前央企及下属企业中混
合所有制企业占比已达 68.9%，半数以上的
国有资本集中在公众化的上市公司。国家
发改委和国资委组织开展的前两批 19 家
试 点 央 企 ，将 通 过 混 改 引 入 各 类 资 本 约
3000 亿元。

意在营销
在多位专家看来，王老吉此次宣布延长
寿命的科研成果更多是营销手段。12 月 4
日，王老吉举办“190 周年主题活动之 1828 罐
发布仪式”正式发布王老吉 1828 罐新品。据
介绍，此次新品借由传统与现在相结合的设
计语言，将王老吉文化触达到更多青年消费
群体中。公开资料显示，其主要的原料是“三
花三草一叶”，即菊花、金银花、鸡蛋花、甘草、
夏枯草、仙草、布渣叶，凉茶下火的主要成分
为天然黄酮类物质。
中国品牌研究院食品饮料行业研究员朱
丹蓬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南方地区消费
者有喝凉茶祛火祛湿的习惯，王老吉作为中
药植物饮料确实有祛火祛湿的功效，这有一
定的中医理论作为支撑。
朱 丹 蓬 表 示 ，明 年 是 王 老 吉 品 牌 诞 生
190 周年，为此王老吉还推出 1828 罐新品；另
外，
王老吉是此次《财富》国际科技头脑风暴大
会惟一一个饮料企业协办者；
加上现在到了凉
茶冬季里旺季的开始，
临近年终火锅等饭局逐
渐增加。综合上述三个节点可以看出，
目前王
老吉在营销宣传方面进入新的高潮。
也有分析认为，
王老吉通过中草药成分宣
传降火功效无可厚非，
但如果上升到延长生命

长 8.10%，环比增长 2.38%；信用卡和借贷合
一卡在用发卡数量共计 5.52 亿张，同比增长
11.18%，环比增长 6.13%。全国人均持有银
行卡 4.71 张，其中，
人均持有信用卡 0.36 张。
银行卡受理环境继续改善。截至第三季
度末，
全国每万人对应的 POS 数量 224.18 台，
同比增长 18.12%，每万人对应的 ATM 数量
6.85 台，
同比增长 3.53%。银行卡人均消费金
额达 1.28 万元，
同比增长 22.46%；
银行卡卡均
消费金额为2712.01元，
同比增长13.99%；
银行
卡笔均消费金额1129.24元，
同比下降23.17%。
报告显示，银行卡坏账率有所下降。截
至第三季度末，银行卡授信总额为 11.91 万
亿元，环比增长 9.85%；银行卡应偿信贷余额
为 5.17 万亿元，环比增长 10.25%。银行卡卡
均授信额度 2.16 万元，授信使用率 43.39%。
信用卡逾期半年未偿信贷总额 662.71 亿元，
环比增长 1.85%，占信用卡应偿信贷余额的
1.36% ，占 比 较 上 季 度 末 下 降 0.11 个 百 分
点。
据《北京青年报》

而目前国务院国企改革领导小组已确
定将 31 家国有企业纳入第三批混改试点
范围，既有央企，也有地方国企。中国企业
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锦告诉《经济参考报》
记者，第三批混改试点的数量超过了前两
批总和，说明混改已经形成规模和突破势
头。从行业看，石油、天然气、铁路、重型装
备、化工等垄断行业，以及钢铁、煤炭、电力
等存在产能过剩的行业，是第三批混改试
点的重点领域。

新华社北京 12 月 7 日电 周四两
市惯性低开，沪指震荡下行，午后反
弹乏力，再创日内新低；创业板指数
强于沪指，早盘小幅反弹，午后冲高
回落；上证 50 指数跌逾 1%失守 30 日
线；沪深 300 指数跌至 60 日线附近。
两市小幅缩量。
截至收盘，沪指报 3272.05 点，跌
0.67% ；深 成 指 报 10801.25 点 ，跌
1.01% ；创 业 板 指 报 1776.99 点 ，跌
0.41%。
板块方面，高送转、参股 360、国
防军工、大飞机、区块链、超导、通信
设备、4G5G 等涨幅居前；煤炭开采、
钢铁、语音技术、超级品牌、证券、白
酒等跌幅居前。
个 股 方 面 ，ST 股 除 外 ，中 兵 红
箭、中欣氟材、好太太、润禾科技等 20
余股涨停；
大连电瓷、浪莎股份跌停。

深沪大势分析

路混合所有制改革。
第三批混改试点的第二大亮点则是
地方国企正式入场。李锦认为，地方混改
积极性更高，条件更加成熟，改革的步伐
也就更快。由中央垄断企业向地方企业
转移，意味着下一步地方国企可能会成为
混改进程的主角。而东北三省在国企改革
方面面临的挑战较大，需要进行破产重组
的“僵尸企业”较多，要处理的债务压力也
较大，但正因如此，我国很可能在东北三省
地区选择数家地
方国企，为当地混
改做出更具针对
性的先行先试的
范例。此外，河北等省份是钢铁、煤炭去产
能的重点区域，当地的相关产业国企很可
能入选。
《经济参考报》记者多方了解，江西、
四川、上海、山东等地国企未入围第三批
混改试点，河北表示未确定，而辽宁有三
家国企在名单中。根据公开资料，如今辽
宁省属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面达到
50.7%。辽宁交通建设投资集团作为辽宁
省资产规模最大的国有企业，成立于 2016
年 ，注 册 资 本 366.5 亿 元 ，总 资 产 2523 亿
元，交通规划设计院是其下属公司。而辽
宁省环保集团资产总额 5.8 亿元，辽宁北
方环境保护有限公司是其核心企业。辽
宁能源投资集团则是辽宁省政府确定的
能源投融资平台。

第三批国企混改垄断行业是重头

本省股票昨日收盘 深市
名 称

神州易桥
西部矿业
青青稞酒
盐湖股份
金瑞矿业
西宁特钢
青海春天
正平股份
青海华鼎

收 盘 价 涨跌幅（%）成交量（手）
9.100
7.420
15.110
12.600
9.250
5.430
10.230
16.220
7.050

0.11
-0.93
-0.53
-1.33
-0.22
-1.99
0.79
-0.49
-0.14

9468
154950
17087
326337
9851
147158
21036
44480
13712

11 月 7 日，中国石油集团电能有限公
司正式成立，确立了重组、改制、上市“三步
走”的发展规划，并称已经申请纳入国家第
三批混改试点单位。中石化则谋划销售公
司境外上市事项，并在地热、管道等具体业
务板块推进混改。中海油近日表示，正研
究制定相关方案，加快混改步伐，有望在年
内出台混改方案。中化集团董事长宁高宁
也透露，正在推进资产上市计划，将在未来
3-5 年内在所有业务领域引入混合所有制
改革和战略投资者。
铁路领域混改的一些前提工作也已完
成。11 月 19 日中国铁路总公司所属 18 个
铁路局完成公司制改革工商变更登记，正
式挂牌。近日公布的《铁路“十三五”规划》
明确提出，鼓励采用股权投资方式推进铁

排行榜
沪市
昨日 排行榜

昨日

名称
中兵红箭
深华发Ａ
深大通
纳尔股份
天和防务
中欣氟材

名称
荣华实业
纵横通信
合力科技
中国核建
华脉科技
超讯通信

收盘价 涨幅（%） 名称
8.86
15.46
22.72
25.58
20.10
11.21

10.06
10.04
10.02
10.02
10.02
10.01

大连电瓷
恒逸石化
风华高科
奥士康
寒锐钴业
盘龙药业

收盘价 涨幅（%） 名称
6.37
45.49
27.26
10.45
28.16
48.54

10.02
10.01
10.01
10.00
10.00
9.99

浪莎股份
中农立华
宝泰隆
济民制药
陕西黑猫
山西焦化

收盘价 跌幅（%） 名称
16.90
16.59
12.00
53.58
231.50
26.72

-10.01
-8.29
-8.19
-7.99
-7.58
-7.42

京东方Ａ
中环股份
华天科技
中信国安
盈方微
平安银行

收盘价 跌幅（%） 名称
31.60
28.19
8.34
15.14
9.76
8.95

-10.00
-9.06
-7.54
-7.34
-6.33
-6.18

士兰微
农业银行
工商银行
保利地产
广汇能源
中国中车

收盘价 成交额（万）
5.58
10.66
8.76
9.29
7.12
12.83

400494
174435
123170
124345
88298
152695

收盘价 成交额（万）
14.68
3.78
5.90
12.84
5.00
11.65

349712
74007
96990
203311
77234
1783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