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益民牵手国际知名内衣品牌维多利亚的秘

密”， 随着这则消息的披露， 昨日， 益民集团

（600824）股价逆势大涨，单日涨幅高达7.4%。

益民集团公告披露，益民全资子公司与上

海麦司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麦司投

资） 签订了合作意向书， 双方将设立合资公

司，麦司投资以维多利亚的秘密（以下简称维

秘）中国区独家代理经销权等入股，最终合资

公司将成为“维秘”等品牌在中国地区的唯一

合法授权经销商。

益民称联手麦司：

获维秘8年独家代理经销权

2月25日，益民集团公告显示，益民集团全

资子公司上海古今内衣集团有限公司 （以下

简称古今集团） 于2014年2月25日与麦司投资

就设立合资公司签订合作意向书，合资公司拟

注册在上海自贸区。

该合作意向书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点：其

一，麦司投资以“维秘”中国区8年独家代理经

销权（截至2022年）、Selmark品牌中国区独家

代理经销权及相关资产经评估后作价，占合资

公司股份的65%；其二，古今集团根据评估结果

相应以现金出资作价，占总股份的35%；其三，

合资公司成立后，为“维秘”以及Selmark品牌

在中国地区的唯一合法授权经销商。

公开资料显示，“维秘” 隶属美国知名中

高档服装生产商Intimate� Brands集团， 是风靡

全球的内衣品牌之一, 公司2013年销售额为

65.8亿美元；Selmark则是源自西班牙的欧洲顶

级内衣品牌，目前正积极发力新兴市场。

在分析人士看来，此次益民集团旗下古今

内衣品牌定位偏中端， 获得维多利亚的秘密、

Selmark等品牌内衣的独家代理权，有助于实现

品牌的快速提升， 亦能增强品牌市场影响力，

增厚益民集团业绩。对于维多利亚的秘密等品

牌来说，其可以借助古今部分渠道迅速扩张。

这样看来，此次合作确实对益民集团是一

大利好，不过麦司投资究竟是一家什么样的公

司？是否具备合法的代理权资质呢？昨日，《每

日经济新闻》 记者尝试查找益民合作方麦司

投资的相关线索， 但始终找不到这家公司官

网，只能从一些招商类网站获知其零星信息。

麦司合作方锦天：

曾遭维秘起诉侵权

在调查过程中，记者意外地从我国最高人

民法院网站上获得了一条线索。

在一起名为 “维多利亚的秘密商店品牌

管理有限公司诉上海锦天服饰有限公司侵害

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中，记者发现，

原告维多利亚的秘密商店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因与被告上海锦天服饰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锦天公司） 发生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

纷，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于2013年4月23

日判决被告锦天公司立即停止对原告维多利亚

的秘密公司虚假宣传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并判

锦天向维多利亚的秘密赔偿人民币8万元。

一审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在法定期间内均

未上诉，该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这家锦天公司与麦司投资之间有何关联，

为何麦司投资此次宣称其拥有“维秘”的中国

区经销权？昨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以加盟

商身份拨打了麦司投资一刘姓经理的联系电

话，她表示，公司同锦天是合作关系。麦司投资

主要负责招商，锦天服饰则负责物流仓储。

面对记者对其代理资质的质疑，该经理一

再表示，公司的代理授权来自于“维秘”美国

母公司给予美国AFB公司的授权， 美国AFB公

司将此项授权再授予本公司，绝对是没有问题

的。她同时强调，“维秘”在中国目前没有网络

授权， 因此很多网站上出售的都是山寨产品。

而代购的内衣因为不能试穿，因此没有门店的

产品正宗。

维秘回应：

Kismat是中国境内惟一特许经销商

据益民集团公告，麦司投资拥有“维秘”

品牌代理权，但在前述纠纷案中，维多利亚的秘

密公司曾明确表示在中国境内没有实体经营活

动， 所有销售均通过邮购和网购方式进行。那

么，在法律纠纷后，双方是否又展开了合作？

为了弄清情况，在公告发布当晚，记者向

“维秘” 公司总法律顾问办公室发去邮件，对

方在回复中明确表示，“我们不使用任何代理

商，所有许可证须直接来自我公司。目前，维多

利亚的秘密在中国大陆没有任何授权商店。”

“维秘”称，为保护中国的消费者，将与中

国相关权威部门合作，即时制止一切未获授权

使用公司品牌的行为。

该公司还透露，国内首家官方维多利亚的

秘密商店今年下半年才开张，Valiram集团旗下

的Kismat贸易有限公司是唯一获得授权， 可在

中国境内租赁商铺并运营维多利亚的秘密商店

的特许经销商。 记者随后向Valiram集团发去邮

件询问中国区代理权事宜，截至发稿未获回应。

昨日，记者以投资者身份致电益民集团欲

进一步了解合作方麦司投资的信息，该公司证

券事务代表告诉记者， 麦司是一家品牌代理

商，拥有维多利亚秘密和Selmark两个品牌的中

国区代理权。

当记者问及益民在合作前是否对麦司投

资做过了解， 比如公司是否有独家代理权文

书， 该证代表示，“我们对它还是算比较了解

的吧。这些文书我们都看到过的，有相关法律

授权书。”

麦司投资的真实身份究竟是什么？作为上

市公司，益民集团在公告披露前是否对合作方

做过充分调查？对此，《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将

继续调查。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 孙宇婷 曾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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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多利亚的秘密”背后的秘密

��益民集团公告披露牵手国际知名内衣品牌？合作方麦司投资的授权合法性未获维秘确认

贷款专家———快贷当天放款

贷款利息低至5厘7

� � 民间借贷常常遭遇“融资难、 融资

贵、融资慢”。成都快贷投资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快贷投资） 依靠强大的资源整合

能力和团队执行能力，实现了30分钟内从

22家合作银行中为客户匹配最合适的融

资方式，银行贷款利息低至5.7厘，最快一

天放款。想要融资的读者可前往位于成都

金牛区西安中路47号的快贷中心，也可以

拨打快贷便民金融热线66623666咨询。

银行贷款利息低至5.7厘

在快贷中心， 笔者看到多位希望贷

款的客户正在听该公司总经理何娟讲解

最新的银行政策。据了解，快贷中心推出

了低于同期银行利率20%、 最低至5.7厘

的贷款利息， 品种有随借随还、3年先息

后本、住宅可贷十成、商铺可贷七成，以

及按揭车、按揭房可以轻松贷款等。

在实际业务中， 个别客户因为征信、

抵押物、还款流水等问题，在部分银行不

能正常贷款。快贷中心会根据客户的实际

情况，在22家银行中设计匹配出最佳的贷

款方案，最高可以贷到十成，不足部分可

以通过办理大额信用卡等方式解决。

全款房、合同房 当天能拿到钱

“需要资金的人如果有全款房或者

合同房， 在快贷中心当天就能拿到钱。”

据何娟介绍， 快贷中心提供的短期应急

贷款，有速度快、额度高、方式灵活等特

点，“最快半小时就可以放款， 额度最多

可达评估价的100%，房产、汽车都能贷。”

无抵押轻松贷款200万

快贷中心业务部门负责人介绍说，按

揭房贷款只需提供身份证、购房合同证明

和稳定工作的凭证，就可以享受由快贷中

心提供的专业团队担保服务，为客户提供

贷款VIP服务，3天就能拿到贷款。

在快贷中心大厅，笔者遇到了做杂货

生意的周先生。他希望扩大门店，但不知

如何解决启动资金。正在纠结时，通过朋

友介绍 ， 周先生打通快贷VIP热线

028-66623666， 当天下午他就凭借按揭

车手续贷了30万元。通过实地调查周先生

的经营门店，快贷中心又追加了30万元贷

款，而且利息优惠了很多。

（文

/

张蒙）

快贷投资专栏

昨日， 长虹旗下的美菱电器在绵阳发布

了全球首款全面市场化云图像识别CHiQ冰

箱，即日起接受预订。据介绍，这款冰箱整合

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变频等多种技术，实

现“保鲜随时掌握、保质期随时提醒、花钱随

时清楚”等三大核心功能。此外，该冰箱还具

备变频功能，可以用语音搜索、自动推荐等多

种方式进行食谱推荐，并用手机、PAD等移动

终端远程查看和控制。

据了解，该冰箱能够实现上述功能，主要

是在云图像识别技术上取得了突破。

那么，放在冰箱里的食物，云图像识别到

底怎样识别呢？

美菱副总裁钟明告诉记者，“云识别的图

像通过冰箱内置的摄像头采集， 得到食品图

片后上传云端，运用图像识别算法，转化成食

品的信息列表，此外，结合美菱保鲜数据库，

实现食物保质期的提醒功能， 最终实现端云

一体化，从云端分享到手机端和产品端。”

据介绍， 目前云图像对食品的识别率高

达80%以上，下一代的识别将更加准确。

此外，如果消费者去买菜，还可以通过移

动终端查询附近菜市场的蔬菜等食品价格，

做到“花钱随时清楚”。

长虹总经理刘体斌昨日称， 未来10年功

能冰箱就将彻底消失，2014年将是智能冰箱

的元年，“冰箱不是智能保鲜工具， 而是像智

能手机一样，成为一个智能终端”，而作为长

虹“家庭互联网”中的一环，CHiQ冰箱已经

实现了和手机、PAD等移动终端之间的协同，

并具备自动诊测功能，可以自动采样检测，并

自动对用户进行健康、安全提示，远程故障信

息实时监测自动提醒，“这将是以后长虹及旗

下所有产品的基本和核心功能。具备该功能，

以后的产品服务将从线下逐步转移到线上，

这将是大趋势。”

成都商报记者 席大伟

长虹发布云图像识别智能冰箱 手机提醒保质期、查询附近菜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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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心态谨慎 A股昨缩量反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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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酒鬼

酒）在确认1亿元存款被盗取后，拖延了18天

才对外披露消息， 公司这一行为遭到湖南证

监局出函警示，并记入中国证监会诚信档案。

酒鬼酒25日披露，公司于2014年2月24日

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湖南监管局下

发的《关于对酒鬼酒股份有限公司采取出具

警示函措施的决定》。

据了解，2013年11月29日， 酒鬼酒全资子

公司酒鬼酒供销有限责任公司，在中国农业银

行杭州分行华丰路支行开立了户名为 “酒鬼

酒供销有限责任公司”的活期结算账户，并于

12月9日至12日共计存入1亿元。2014年1月6

日，供销公司发现农行华丰支行账户截至2013

年12月31日的账户余额仅剩1176.03元。 酒鬼

酒于2014年1月10日确认该账户中1亿元存款

已被他人分三笔非法转走， 并向公安机关报

案。但酒鬼酒未及时将该重大事项告知董事会

秘书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导致直至2014年1

月28日才发布《重大事项公告》，披露该项存

款被非法转走及面临重大损失的情况。

湖南证监局认为， 酒鬼酒上述行为违反

了《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第三十条

“发生对上市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

格产生较大影响的重大事件， 投资者尚未得

知时，上市公司应当立即披露”的规定。根据

《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第五十九条

的规定， 决定对酒鬼酒采取出具警示函的监

管措施，并记入中国证监会诚信档案。

新华社

昨日上证综指以2026.61点小幅低开，

早盘震荡下行探至2014.38点后止跌回升，

并在此后维持窄幅盘整格局。 尾盘沪指走

出一波小小 “翘尾” 行情后红盘报收，

2041.25点的收盘点位较前一交易日涨7.03

点，涨幅为0.35%。

深证成指收报7319.61点， 涨15.67点，

涨幅为0.21%。

前一交易日暴跌逾4%的创业板指数

昨日继续下行，尾盘收报1465.98点，跌幅

为0.46%。

大盘反弹带动沪深两市大部分个股收

红，上涨品种总数超过1500只。不计算ST

股和未股改股，两市45只个股涨停。

与前一交易日超过3300亿元的总量相

比， 昨日沪深两市成交大幅萎缩， 分别为

961亿元和1436亿元，显示恐慌情绪有所平

复后，市场心态趋于谨慎。

针对“暂停房贷”传言，多家银行发表

声明或表态称“房地产信贷政策并未发生

变化”。 这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市场的忧

虑情绪，从而推动A股企稳反弹。但在全国

“两会”临近、消息面相对“真空”的背景

下，市场上行力度十分有限。

新华社

上周A股开户数创近一年新高

据中国证券报报道，春节过后，A股

投资者的进场与交易热情持续回升。

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25日

数据， 上周沪深两市新开A股账户数达

17.31万个，环比增加两成，创去年3月29

日以来新高。上周参与交易A股账户数为

1361.34万户，较前一周上升7%。

新华社

CDTV-2财经视点

每日为您保驾护航！

周三两市股指震荡整理，尾盘翻红，

创业板指数表现疲弱，仍以下跌报收。经

过周二的暴跌和昨天早市的续跌， 市场

释放了不少做空能量， 昨天这根带下影

线的小阳线， 意味着短期市场进一步杀

跌的动能已经弱化。盘面上看，市场结构

性行情并没有因为大跌而偃旗息鼓，在

“冰火两重天”的分化行情中，大盘指数

或许还会经历寻底、筑底的过程，而“两

会”概念股、扭亏股、高含权股等依然有

结构性炒作的机会。

CDTV-2财经节目以一贯的专业、

准确和深入，继续服务广大股民观众。周

一至周五每天 12：00、18:00 《吕冲说

市》， 两档节目邀请著名证券分析师透

彻解析大盘、详说板块、精研个股，在迷

雾重重的行情中为你正本清源。 今晚的

嘉宾是万和证券孙云波、 光大证券蔡苏

和民生证券邹建。敬请关注。本周哪位分

析师最受欢迎？ 市场最关注的热点有哪

些？下周机构们最看好哪些股票？一切尽

在周五18：00《吕冲说市》特别节目“周

末金马汇”。

经历了前一个交易日的暴跌行情后，昨

日市场情绪有所缓和，但弱势依旧，盘中持续

贴水且尾盘贴水扩大， 主力合约IF1403报收

2149点，下跌0.42%，不过前期强势的空头席

位已经开始减仓。

前一交易日大幅下跌后， 昨日市场并没

有出现大反弹， 早盘的跳水行情令投资者心

有余悸。 期指方面， 主力合约IF1403合约以

2140.6点小幅低开， 早盘时间跟随沪深300指

数震荡，午后突然跳水下探到2131.8点。随后

在多次震荡后，期现指数出现反弹行情，不过

值得注意的是，临近尾盘阶段，期现指数完全

走出相反的走势， 沪深300指数延续反弹，而

期指出现跳水， 因此全天几乎保持个位数贴

水状态的IF1403合约，收盘时期现贴水扩大到

14点。 全日 IF1403合约报收2149点， 下跌

0.42%，持仓量下降2979手至9.8万手。

上海中期分析师认为，近期造成市场大跌

的因素有很大不确定性，因此追空操作不太明

智。但由于现在市场处于明显空头格局，同时

不确定性因素较多，投资者也不宜急于抄底。

从昨日IF1403合约主力持仓席位看，空头

榜中，前20大主力席位已经出现明显的减仓信

号。其中“空军司令”中信期货减仓520手，空

头榜第二位的海通期货减仓611手， 此外华泰

长城、广发期货分别减持空单1166手、606手。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中信期货出现减仓，

但其空单持仓总量仍然高达18126手。

另一方面，在多头榜单中，前20大主力席

位也出现了普遍减仓态势， 其中排名第一的

国泰君安减持553手，中信期货减持206手，华

泰长城也减持了567手多单。 值得注意的是，

光大期货、安信期货分别增加了555手、894手

多头头寸。

从前20大主力净持仓变动看， 空头净减

持空单3199手，多头净减持多单929手。

分析人士认为， 主力席位减仓与尾盘期

指跳水有一定背离， 考虑到中信期货高达1.8

万手的空头头寸， 市场短期反弹力度或许并

不乐观。

成都商报记者 张昊

昨天， 一张特斯拉轿车现身内地

的照片在网络上曝光。照片显示，这辆

“高大上”的特斯拉还未上牌照，但豪

华的外观足以吸引众多爱车人士的眼

球，这也在很大程度上证明，特斯拉已

经实实在在地杀入内地市场了。

或许正是这张照片， 再加上北京

将首次启动大规模新能源汽车充电桩

建设的消息， 引发了昨天整个特斯拉

概念股的集体大涨。 尽管在大涨的概

念股中，不少股票早已澄清，公司业务

与特斯拉毫无关系。但昨天，资金热情

的追逐， 依然将这些不沾边的股票捧

上了天。 我并不认为这种题材炒作有

多大的错，炒股本来就是炒预期，炒想

象力。 现在这些公司与特斯拉没有关

系，不等于未来不会有任何业务往来。

而要想获取收益的前提， 不就是首先

要敢于承担风险么？ 在买者自负的市

场中，在信息公开透明的环境下，如果

连这种题材炒作都没有了， 那么这个

市场就太无趣了。

个股的炒作依旧活跃， 大盘也终

于在快速杀跌之后缓过劲来。昨天，沪

指探底至

2014

点之后展开反弹， 最终

上涨

7.03

点，报收于

2041.25

点。目前这

个点位， 与春节后反弹启动时的位置

刚好差不多。现在这个位置，我感觉转

入反弹或者继续调整的可能性都存

在。一方面，经济基本面对大盘股尤其

是银行、地产股都有不小的压力。另一

方面， 目前的资金面对小盘股和题材

股都是比较有利的。所以，我认为从操

作上来看，短线依然有必要保持谨慎，

但如果反弹的趋势明朗了， 那么市场

中各种机会还是值得把握的。

（张道达）

道达邮箱：

daoda@263.net

根据国家有关部门的最新规定， 本手

记不涉及任何操作建议，入市风险自担。

一张照片

引发的炒作

主力合约贴水扩大“空军司令”略减仓

期指风云

酒鬼酒存款被盗未及时披露 遭证监局警示

《每日经济新闻》是一张面向全国发行的财经日报，周

一至周五出版。成都各报摊有零售。

订报电话：

028-86740011

。 更多精彩内容详见今日

《每日经济新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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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手阿里探求云模式

东软集团官网提前“泄密” 12

四川九洲 债券批复到期失效

四川九洲（000801）今日公告称，

证监会此前核准公司发行面值不超过5

亿元的公司债券，该批复自核准发行之

日（2013年8月27日）起6个月内有效。

因宏观经济形势影响，债券市场利率变

化造成发行公司债券成本过高，公司未

在证监会核准发行之日起的六个月内

完成债券发行，该批复于2014年2月26日

到期失效。

成都商报记者 李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