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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面积最大、展商数量最多。4

月 10日，记者从第 104届全国糖酒商

品交易会情况通报会上获悉，9日闭幕

的本届糖酒会，创下两项纪录。

作为“十四五”开局之年食品酒类

行业首个重量级大展，本届糖酒会展览

面积达 21.5万平方米、4106家展商参

展，是糖酒会史上展览面积最大、展商

数量最多的一次。专家分析，这组数据，

既体现了国内消费需求的强大增长潜

力，更体现出产业链在“双循环”新格局

中的强大驱动力。

本届是糖酒会第 31 次在成都举

办。在按常态化疫情防控要求限入场

人数情况下，3 天累计 32 万人次观

展。展会期间，成都地铁 1 号线进站

量超 133 万人次，其中西博城地铁口

进站超 9 万人次，广州路地铁口进站

超 5.6 万人次。新开通的地铁 18 号

线，对便利参会客商出行也起到重要

作用。

值得一提的是，直播带货成为本

届糖酒会参展企业的“标配”。展会期

间，糖酒会组委会联合淘宝直播设立

的“官方好物推荐”“糖酒品牌时间”

两大主题直播间，共举办 38 场直播

活动，吸引超 100 家参展商参与直

播，累计观看量突破 300 万人次。此

外，180 多家参展企业在自己展位上

设立直播间，线下构建营销体系与线

上促销齐头并进。

据四川日报

2021年是“十四五”开局之

年，也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基

础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关键时间节

点。为充分发挥全国糖酒会交易

洽谈与促进合作的核心功能，践

行乡村振兴与助农致富的社会

责任，本届糖酒会特增设了乡村

振兴新品发布环节，成为了业内

人士争相关注的焦点。

4月 8日，由中糖新世纪国

际会展(北京)有限公司、华夏酒

报社组织的第 104 届全国糖酒

会集中签约仪式暨乡村振兴新

品发布会，在中国西部国际博览

城 9号馆宜宾厅和南充厅召开。

会上特邀了多家来自脱贫边远

县份的代表，现场发布特色农产

品，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客商

到场洽谈合作，将这些产品推向

全国。

中粮糖业专职党委副书记

衡虹首先登台致辞，她高度评价

了全国糖酒会为全国各地农特

产品提供了优质的展示平台，对

于赋能乡村振兴具有重大的意

义。中粮糖业也一直致力于巩固

脱贫攻坚成果，助力乡村振兴战

略，积极促进农民增收、农业发

展、农业稳定，更要埋头苦干、不

懈奋斗，全力实现全社会的高质

量发展、人民的全面发展和全体

人民的共同富裕。

成都市博览局副局长马泽

林在发言中提出，全国糖酒会规

模不断扩大，国际化、专业化、规

范化水平不断提高，对劳动市场

消费、扩大城市开放、推动行业

发展、提升城市影响力发挥了重

要作用，对于积极推进城乡建设

一体化发挥着越来越突出的作

用，本次大会正是落实乡村振兴

战略，帮扶贫困巩固企业特色产

品开拓市场，打造品牌的新举

措，也是对促进成都乡村乃至全

国多地振兴特色农业产业，推动

经济发展，促进农民征收将起到

积极的推动作用。

会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

什县、广西壮族自治区隆安县、

黑龙江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山东

省商务厅、贵州省工业和信息化

厅、都江堰市进行了新品发布。

最后，大会在商家企业的签

约仪式中顺利闭幕。 钟鹤

黄花酿的忘忧酒、野生沙棘果糕、纯果酿成的

杏酒、可直接饮用的手工陈醋……4月 7日至 9日，

山西省大同市“大同好粮”区域公共品牌 18家代表

企业携 150余种产品在成都中国西部国际博览城

参展第 104届全国糖酒商品交易会。这些极具地方

特色的名优产品一经亮相，便吸引了不少观展市民

和客商前来了解。

在“大同好粮”展区现场可以看到，摊位前人头

攒动，前来洽谈的客商络绎不绝。记者在现场获悉，

来自大同的参展企业现场达成合作意向 320多个，

合作金额 2600余万元，其中，白老大果仁酥系列产

品有多家客商咨询，并谈成了 200多万元的销售合

同。

“用黄花酿酒，目前全国仅有我们一家。”大同

市宏美惠酒业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王涛表示，他们

企业瞄准黄花大产业，创新推出了黄花酿造的忘忧

酒，广受市场好评。并表示，此次参展，就是想把好

喝又健康的黄花酒带给四川消费者。大同市品牌农

业与科技信息发展中心主任梁全表示，“一户农户

只要种植一亩黄花即可脱贫。”梁全介绍，每亩年产

干黄花 500斤左右，按单价 20元/斤算，一亩黄花一

年就能为农民增收 1万元。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展览中的杏酒也相当出

彩，很受年轻人的喜爱。黄澄澄的酒液盛装在雾面

哑光的酒瓶里，开封后闻之甜香，喝起来酸而不涩，

天然的果酒香占据口腔。据了解，杏子酒具有解暑

的功效，也具有消炎功效，杏含有非常丰富的营养，

除了维生素之外还含有柠檬酸、苹果酸等。“因为杏

子保存期不到一周，非常短暂。我们公司收购了当

地农民的杏子，也算为家乡扶贫事业出了点小小的

力。”菲尼克斯杏酒展位负责人表示，“我们品牌的

杏酒没有加一滴水。”

当然，还有山西著名的醋。大同的醋是以优质

高粱及小米为主要原料，纯手工酿造。酿造出的醋

质地浓厚，液体清亮，酸香浓郁，食之绵柔，醇厚不

涩而不刺激，晃动瓶身会发现泡沫细腻而且消失得

很慢。“山西出好醋，我们打造的手工陈醋沿用传统

酿造技法，可直接饮用，口感完全不同于大工厂生

产的醋。”大同市田源酿造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高

瑞举自信地向客商介绍自家生产的手工陈醋，并不

断邀请大家品尝，获得连连点赞。

展会期间，大同市全方位、多层次、多维度推介

“大同好粮”“大同黄花”区域公共品牌和特色优势

农产品，大同黄花、华建胡麻油、口泉醋业、田源酿

造、白老大果仁酥、菲尼克斯杏酒、灵丘县国春苦荞

食品、山西恒悦饮用水、恒芪康白酒、云冈酒业、阳

高杏得果、雁门清高、云中紫塞、同冀调味品食品、

东和黄酒、宏美惠忘忧酒等特色优质产品广受消费

者欢迎。

“大同好粮”是大同市委、市政府推动农业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引领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

也是推动该市有机旱作农业发展的首要任务。“大

同好粮”是严格质量标准、适应市场需求的有机、绿

色、健康的农产品区域公共品牌。3天的展会，大同

市“大同好粮”特色优质农产品绽放第 104届全国

糖酒商品交易会，成为一张展示大同形象的靓丽名

片，对开拓全国农产品市场，带动农业发展，促进农

民增收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展会期间，四川省山

西商会李再英秘书长率商会部分企业共同参观了

大同展区并进行商业洽谈。

近日，重庆市垫江县桂溪街道

松林社区一果园，市民在采摘樱

桃。

据了解，目前，该街道已发展

金桂果园、童雪桃源、桃园洞天谷

等采摘基地 12 个，以现代农业企

业为依托，加快农特产品资源转

化，助力乡村振兴，促进农民增

收。 特约记者 孙凯芳 摄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日前发布了 3

月份汽车产销数据。数据显示，3月份

中国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246.2万辆和

252.6万辆，环比分别增长 63.9%和

73.6%，同比分别增长 71.6%和

74.9%。

国内车市销量走强，新能源车成

为增长引擎之一。3月，新能源汽车产

销分别完成 21.6万辆和 22.6 万辆，

同比分别增长 2.5倍和 2.4倍，继续

刷新产销记录。还有一个比较明显的

特点是，在新能源汽车主要品种中，

纯电动汽车和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

产销环比和同比均呈快速增长。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总工程师

许海东分析说，在国内外车企的共同

努力下，新能源汽车产品质量提升，

满足了消费者的用车需求。因此，中

汽协对新能源汽车全年的销量表现

依旧持乐观态度。

国内新能源车企的产销量快速

增长。比亚迪产销快报显示，1月至 3

月累计生产新能源汽车 55619辆，同

比增长 149.22%。蔚来汽车 3月份交

付新车 7257辆，同比增长 373.4%；1

月至 3月共计交付新车 20060辆，同

比增长 422.7%。

在市场需求的带动下，近年来我

国新能源汽车基础材料、基础零件、

电机、电控、电池以及整车等都取得

明显突破。有关数据显示，目前我国

有超过 22.8万家新能源汽车相关企

业。

同时，国内品牌高端车型正逐步

发力，与国际品牌同台竞技。4月 7

日，蔚来汽车第 10万台车下线，均价

超过 42万元。蔚来汽车成为中国首

个将自主品牌卖出超 40万元均价的

车企。

对此，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原常务

副会长兼秘书长董扬表示，蔚来的成

绩对中国汽车产业来说是又一个重

要的里程碑，也给中国汽车企业带来

了信心，这证明了自主创新是可以持

续的。

当前，我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已

初具规模。据统计，截至 2021年 3

月，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 551万

辆。其中，纯电动汽车保有量 449万

辆，占新能源汽车总量的 81.53%。今

年一季度，新能源汽车新注册登记量

占汽车新注册登记量的 6.21%。

许海东表示，中汽协年初提到的

全年 180万辆的销量目标保持不变。

同时，中汽协提醒，3月乘用车产

销数据与 2019 年同期相比是下降

的，这或与芯片供应问题有关。许海

东表示，此前中汽协预计下半年芯片

供应紧张状态将出现好转，但目前判

断需等到第四季度。“芯片影响叠加

去年二季度车市开始高速回暖，今年

二季度单月销量增速将受到一定影

响。”

蔚来汽车董事长李斌表示，蔚来

汽车接下来仍将面临包括芯片、技术

和服务在内的多重挑战，“尤其智能

电动汽车相关自动驾驶技术，以及电

池技术等方面能不能保持产品的领

先性，将是终极的挑战”。

据经济日报

展览面积最大 展商数量最多

全国糖酒会闭幕创下两项纪录
3月份新能源汽车产销继续大增
“缺芯”现象或持续至第四季度

上市系财险
去年赔付率显著攀升

综合成本率普遍恶化

综合成本率代表着财险公司承

保业务成本，是反映其承保业务质量

的指标。综合成本率低于 100%，则意

味着险企承保业务有利润，反之，若

综合成本率高于 100%，则承保亏损，

财险公司的盈利只能靠投资。

此前监管通报的数据显示，2020

年，我国财产险公司综合成本率为

100.90%，同比上升 0.92个百分点。

其中，综合费用率 37.56%，同比下降

0.75个百分点；综合赔付率 63.34%，

同比上升 1.67个百分点。

上市系财险公司综合成本率的

变动方向，与行业一致。比如，第一大

财险公司人保财险综合成本率

98.9%，与 2019年持平。其中，赔付率

66.2%，同比上升 0.3个百分点；费用

率 32.7%，同比下降 0.3个百分点；公

司实现承保利润 41.48亿元，同比增

长 2.4%。

平安产险表示，在车险综合改革

背景下，市场竞争激烈，成本有所增

加，整体综合成本率 99.1%，同比上

升 2.7 个百分点。其中，赔付率

60.5%，同比上升 3.2个百分点；费用

率 38.6%，下降 0.5个百分点。

2020年太保产险实现保险业务

收入 1477亿元，同比增长 11.1%；综

合成本率 99.0%，同比上升 0.7个百

分点。其中，综合赔付率 61.4%，同比

上升 1.2 个百分点；综合费用率

37.6%，同比下降 0.5个百分点。

国泰君安非银团队分析师刘欣

琦认为，上市险企均出现赔付率上

升、费用率下降趋势，或主要为疫情

影响下部分业务赔付压力提升，且保

险公司主动压缩费用成本所致。

不过，去年业务快速发展的众安

保险是一个例外。2020年众安实现总

保费约 167.059 亿元，同比增长约

14.2%；综合成本率 102.5%，同比改

善 10.8个百分点。其中，赔付率为

54.1%，下降 13.3 个百分点；费用率

为 48.4%，上升 2.5个百分点。众安综

合成本率下降，主要源于进一步优化

业务结构，将资源更加聚焦于具有利

润率和用户价值的健康及数字生活

生态；以更加审慎的态度发展消费金

融业务，消费金融赔付率 2020年大

幅改善至约 63.3%，而该业务所承保

的在贷余额 161亿元，同比也减少

37.2%。

车险综合成本率稳定

而分别从车险和非车险业务看，

情况则有所不同。

车险的综合成本率总体保持稳

定。其中，人保财险的车险成本率为

96.5%，同比下降 0.2个百分点；太保

产险以 97.9%持平；平安产险为

98.2%，抬升 1个百分点。

刘欣琦分析，车险成本率保持

稳定，系受两大因素的共同影响，一

是疫情下居民出行减少导致出险情

况明显好转，有利于综合成本率总

体改善；二是车险综改前保险公司

普遍实行费用结算，短期抬高综合

成本率。

车险综改自去年 9月 19日实施

至今已有半年多时间。3月 26日，银

保监会车险综合改革半年工作会议

指出，半年来，89%的保单签单保费

下降，其中保费降幅超过 30%的保单

占比达到 64%。截至 2月底，全国车

险综合费用率同比下降 9.39个百分

点，车险手续费率同比下降 6.75个百

分点。

展望后续，车险综合改革尚在

途中，对于车险业务的保费增长和

综合成本率依旧造成挑战，预计

2021 年车险综合成本率将进一步

走高，全年车险保费有可能出现负

增长。这对车险业务的盈利能力造

成压力，但龙头公司凭借自身领先

的规模优势和费用管控能力，将实

现好于行业的综合成本率水平，预

计不会超过 100%。

非车险业务费用率趋升

非车险业务方面，综合成本率

则明显抬升，其中信用保证险业务

是拖累整体综合成本率的主要险

种。

各险企信用保证险业务 2020

年的综合成本率分别为：人保财险

144.8%，提升 23.1 个百分点；平安

产险 111.0%，提升 17.4 个百分点；

太保产险 98.1%，提升 2.6 个百分

点。

刘欣琦认为，这背后主要原因是

部分上市险企并未按照信用保证险

的风险特点（信贷特点）发展业务，而

是采用了传统保险的大数法则，疫情

作为导火索使得大量的小额信贷业

务出现违约，主要险企信用保证险业

务大幅亏损。

未来，非车险业务依旧有望保持

较高速增长，但也需要关注到，随着

非车险业务领域参与主体增加后，可

能出现的竞争加剧所带来的费用率

提升趋势，当前阶段需要对业务的承

保盈利能力更为看重。

据证券时报

随着上市险企 2020 年年报出炉，大型财险公
司在去年新冠肺炎疫情以及车险综合改革双重压
力之下的承保情况，得以一见。
数据显示，在赔付率提升的影响下，上市系财

险公司的综合成本率大多同比恶化。与此同时，费
用率普遍出现下降，研究人士认为，这或许与险企
的竞争有所节制有关。
研究机构预计，2021 年车险业务综合成本率

将进一步走高，但头部财险公司预计不会超过
100%；非车险仍将保持高增长，但需关注竞争加剧
带来的费用率提升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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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马工枚 文 /图

携 150 余种商品
现场签约 200 余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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