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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A 股盘整震荡， 上证综指、 沪深

300 分别下跌了 1.58%和 0.93%， 不过结构

性机会依然明显，消费、医药、科技行业板

块表现突出，申万一级行业指数中，食品饮

料、医药生物、国防军工、电子及计算机位

列涨幅榜前五，涨幅均在 3%以上。 受此影

响，相关主题基金强势霸屏，医药主题基金

平均月涨幅超 10%。 凭借完备的产品线及

对行情的精准把握， 工银瑞信旗下 8 只主

动偏股基金月度收益超 5%，其中 5 只区间

上涨超 10%。

今年以来，消费、农业、电子持续“高

温”，相关主题基金和重仓相关股票的基金

收获颇丰。 例如，工银新生代消费、工银农

业产业、 工银主题策略、 工银国家战略主

题、工银智能制造、工银信息产业等，年内

涨幅高达 40%以上。 值得一提的是， 根据

Wind 数据统计， 自带光环的科创板基金

中， 有 3 只产品 8 月份收益率达到 5%以

上， 其中首批科创板基金中唯一一只封闭

式产品———工银科技创新 3 年， 不仅以

5.36%的净值增长率排名前三，而且年内累

计涨幅达 11.32%，在所有科创板概念基金

中夺得冠军。

具有避险特征的医药基金 8 月表现

尤为强势，18 只普通股票型医药基金月度

涨幅超 10%，工银瑞信独占 4 席。 Wind 及

银河证券数据显示，作为业内布局医药主

题产品数量最多的基金公司之一，工银瑞

信旗下工银前沿医疗、工银医药健康 A/C

前 8 个月累计收益均已超过 50%，且大幅

跑赢业绩基准逾 30%。 工银医药健康基金

经理谭冬寒表示， 作为内需主导产业，医

药行业兼具消费属性和科技属性，避险性

强，在当前宏观环境趋于稳定、行业内部

政策支撑背景下，医药板块仍有较好的投

资机会。

自 2005 年成立以来，工银瑞信通过不

断完善投研精细化分工合作， 以及对各行

业深入研究和前瞻性布局， 为投资者把握

各类主题性机会提供了丰富的产品。 Wind

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截至 8 月末，工银瑞信

旗下 14 只行业主题基金收益率超 40%，旗

下涨幅在 40%以上的偏股基金有 17 只，跑

赢基准实现超额收益逾 20%的偏股基金达

15 只。

除了权益类基金外， 工银瑞信旗下债

券类基金也可圈可点。银河证券数据显示，

今年前 8 个月， 工银可转债和工银双债增

强分别以 20.74%和 16.08%的成绩排在同

类第 6 和第 3 名，成为同类中的佼佼者。尽

管海外市场震荡加剧，工银瑞信旗下 QDII

基金也保持了领航优势，工银全球精选、工

银全球配置年内涨幅都在 20%以上， 远超

12.98%的同类平均水平， 收益率分别为

23.71%和 2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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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鲜花电商面临着生鲜类创业

共同的难题，如供应链不确定、高损耗

率、高物流成本等，这不仅制约鲜花行

业的发展，也增加了因耗损而支出的成

本。 另外，配送时效的快慢也影响着消

费者的购物体验及消费需求。 业内分析

认为， 鲜花电商能否解决这些难题，也

是破局的关键。

鲜切花70%来自昆明市场

记者采访获悉，鲜花电商的供应一

般由本地和昆明构成。 据艾瑞咨询发布

的《2018年中国鲜花电商行业及用户研

究报告》， 全国70%的鲜切花来自云南，

每10支鲜切花就有7支产自昆明。

记者走访了广州的岭南花卉市场，

看到里面的鲜切花有玫瑰、百合、睡莲

等。 其中一位批发商告诉记者，睡莲一

扎（10支）是8块，如果批发100扎以上，

则是6块一扎。 据了解，这些鲜花主要也

是来自广州本地及昆明。

在广州经营花店的苏珊告诉记者，

昆明有两个主要的鲜花市场：昆明斗南

花卉市场和昆明国际花卉拍卖交易中

心。“这两个市场主要批发玫瑰、 康乃

馨、百合、非洲菊、满天星、情人草、勿忘

我等几十种鲜花，比如勿忘我的价格在

8-10元/公斤，多头玫瑰5-10元/束。 若

考虑高品质或稀有性，还可以采买一些

进口花卉”。

上海YOU悠情悠意花艺生活馆

的Nina向记者表示，本地的主要是应

对急用花或者日常少量补货，大量集

中补货则会选择昆明供应商，因为价

格、品质等方面都会有优势。“比如玫

瑰的ABCD级， 在本地可能会有C级

当B级卖的情况，但昆明不会。 ”不过，

在Nina看来，昆明各个供应商也是参

差不齐，需要自己试错和鉴别。

御花房广州网络信息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李小刚也表示，除了从昆明

拿花，也要经常从当地鲜花批发市场

紧急补货，但由于量大，临时补货可

能遇到哄抬物价，成本很高。

物流运输成本占30-40%

对于鲜花电商来说，物

流运输必然是绕不开的环

节。 保鲜周期短、极易折损，

及鲜花保存难度大等问题

也一直都是行业待解决的

痛点。 记者采访中获悉，虽

然当下的鲜花电商均声称

自己使用了全程冷链运输，

但实际上很难完成，如鲜花

采摘后的包装、加工等过程

中还是会造成损耗。

据了解，鲜花的运输包

括鲜花批发环节及鲜花投递到客户手

中的环节。“物流目前在鲜花批发环节

还不错，有多种物流方式，也有冷链运

输， 基本可以保证品质。 ”Nina告诉记

者，目前这部分物流成本一般占30-40%

左右。 但在重要节假日或者恶劣天气还

是会有延误情况发生。“对于零售鲜花

或者包月鲜花的物流快递，存在包装和

保鲜问题，也没有冷链运输，所以影响

会比批发要大一些。 ”Nina说，曾经有客

人在冬天要她快递鲜花到东北，虽然顺

丰运输很快，但是到了东北，花已经

结冰了。

“每一家供应商对接的物流基本

都大同小异，要么顺丰、中通、EMS空

配，要么当地私企货运公司，比如航

空货运、冷运或中铁，商家基本都会

给大家选择合适的配送方式，鲜花件

比较大且重，运费都不会太便宜。 ”苏

珊告诉记者，根据地区，每公斤运费

在1.5-20多块。

在鲜花快递给客户的环节中，

“这部分成本更高，接近花材成本，如

一束花成本6元，快递费也需要6元。 ”

李小刚说，鲜花是生鲜商品，在路上

多闷一天就全蔫了，不可能用“三通

一达”来投递，一般选用顺丰、京东及

其他服务最好的快递公司来投递。鲜

花公司的量大，按批发价算，平均是

在7元左右。

而两次运输及中间制作过程中，

鲜花也在不断地损耗。“鲜切花就像

一块离开了冰箱的冰块，过程中不断

地在消融，化成水的那部分就像鲜花

损耗掉的部分。 ”李小刚告诉记者，鲜

花在运输时会掉花瓣、 长霉菌等，在

加工、 快递过程中也会发生损耗，损

耗率近乎一半。

经营者要找准自己定位

据了解，鲜花电商虽然诞生于线

上，但如今也有一些平台开始布局线

下。 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花点时

间已开设超过60家线下门店。花加也

于今年上半年在上海正式开了属于

自己第一家标准店。

原本，鲜花电商的出现是因为没有

门店运营造成的成本负担，以及减少区

域局限。 而今，为何又开始布局线下店？

“鲜花首先不是必需品， 甚至可以说是

生活的奢侈品。 我认为很多人对鲜花消

费的理解应该是体验式消费，他们能从

购买这个过程中得到乐趣和愉悦。 这个

体验的乐趣是无法从冷冰冰的快递盒

里得到的。 ”Nina向记者表示，实体花店

不是下沉选择， 而是要找好自己的定

位，针对精选客户做出差异化。“鲜花电

商有它存在的意义，但也有很大的局限

性。 低价价格战绝对是死路一条”。

“鲜花电商目前还处于初生阶段，

我们需要做好的是通过产品和服务，去

解决受众的需求。 一味的通过投资现金

流或者预售货款来补偿经营现金流的

亏损，是‘耍流氓’”。 李小刚也认为，是

否布局线下店以及怎么布局，还要看经

营者自己的定位及核心竞争力，而不是

简单的线上线下模式结合。“互联网和

实体店都只是工具，都是为产品输出服

务的”。 据了解，由其创立的“御花房”是

一个全系列的花艺公司， 有实体店、互

联网鲜花、梦工厂等板块，产品则涉及

日常鲜花、礼品鲜花、婚庆鲜花、活动现

场鲜花布置、花艺培训及沙龙等，主要

针对中高端用户， 企业客户有政府、金

融机构、上市公司等，目前复购率可达

50%。

网经社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曹

磊则认为，鲜花电商配合实体店，能够

将线上订单更快及时配送，线下实体店

可以为消费者提供保鲜、集备、分解等

功能；此外线下实体店能覆盖固定范围

的客群，鲜花电商可借助实体门店和即

时配送触达更多消费者，“线下的布局

更让品牌可以迅速切入立体鲜花市

场”。

鲜花电商破局之路尚在摸索

鲜花电商

之 破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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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岭南花卉市场的鲜花

主要来自广州本地及昆明。

信息时报记者 张柳静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