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巨额亏损、股价暴跌、退市危
机、高管跑路、发生多起自燃事件
……曾经几乎进了ICU的蔚来汽
车，如今交出了史上最佳二季报。

8月11日，蔚来汽车（NIO US）
公布今年第二季度未经审计业绩。
财报显示，蔚来汽车二季度实现营
业 收 入 37.18 亿 元 ，同 比 大 增
146.5%，较一季度环比增长171.1%；
净亏损为人民币11.767亿元，同比
收窄64.2%，环比收窄30.4%；归属上
市公司普通股东净亏损12.07亿元，
同比收窄63.6%，好于市场预期。

然而资本市场似乎并不买账。
财报发布后首个交易日，蔚来美股
虽然开盘一度大涨超8%，之后却一
路下跌。截至收盘，蔚来汽车股价报
收 12.99 美 元/每 股 ，单 日 跌 幅 达
8.59%，总市值为153.9亿美元。

“我们现在是从重症病房到了
普通病房。”蔚来汽车创始人、董事
会主席兼CEO李斌表示，是否能赢
得未来，赢得2025年、2035年的竞
争，我觉得这压力越来越大，因为时
间窗口越来越窄。

二季度过得怎么样？
毛利率转正，交付超1万辆车

李斌在二季度财报电话会议上
表示：“整车毛利率9.7%，综合毛利
率8.4%，远高于此前5%与3%的预
期。接下来将继续提升毛利率，非常
有信心今年下半年整车毛利率和综
合毛利率都超过10%。”

也就是说，蔚来汽车从卖一辆
亏一辆变成卖一辆略有小赚。

而蔚来汽车的交付量也有了突
破性的进步。财报显示，第二季度共

交付车辆10331辆，包括8068辆ES6
和2263辆ES8，去年同期为3553辆，
今年第一季度为3838辆。

蔚来预计第三季度交付车辆在
11000辆至11500辆之间，同比增加
约 129.2%-139.6% ，环 比 增 加 约
6.5%-11.3% ；总 收 入 在 40.475 亿
元 -42.123 亿 元（约 合 5.729 亿 美
元-5.962亿美元）之间，同比增长约
120.4%-129.3% ，环 比 增 长 约
8.8%-13.3%。

蔚来二季报中没有出售双积分
的收入，李斌在电话会议上表示，这
部分收入将体现在下半年的财报上。

双积分是指CAFC（Corporate
AverageFuel Consumption，企业平
均燃油消耗量）积分和NEV（New
Energy Vehicle，新能源车）积分，或
者简称油耗积分和新能源积分。

李斌表示，蔚来去年产生了10
万个双积分，按照今年的价格水平
估算，公司大概能产生1.2亿元左右
的收入。“Q3、Q4我们会把这一部分
出售掉，我们不会把它算在整车的
毛利率里，会放到综合毛利率里。”

下一步怎么走？
会在自动驾驶方面加大投入

财报显示，蔚来汽车第二季度
研发支出为5.452亿元，同比下降
58.1%，环比增长4.4%。研发费用减
少主要是第二季度ES6在大规模生
产前的严格测试费用。与第一季度
相比，研发费用保持相对稳定，而新
项目尚未达到大规模投资阶段。

李斌在电话会议上透露，目
前公司每年的研发投入约在30亿
元人民币以内。蔚来会在自动驾
驶方面加大投入，目前已经有一
个两百多人的自动驾驶研发团
队，下一步将围绕下一代自动驾
驶技术增加投入。

李斌强调，蔚来不会用L3、L4
这样的通行标准去定义公司的自动
驾驶技术，蔚来更看重的一是对用
户来说，自动驾驶功能到底能解放
用户在车上多少时间，二是与人驾
驶相比，自动驾驶功能可以减少多
少事故的概率。

蔚来二季报中未透露BaaS模

式的详情，不过在电话会议上，李
斌透露，车电分离的创新业务模式
取得重大进展，公司已经完成整车
和电池分开销售所需要的产品公
告和认证的全部工作，第一辆BaaS
模式的车辆也已经完成了保险、贷
款、上牌等流程验证。“目前我们还
在进行正式提供BaaS模式服务的
最后准备工作，将来三季度将正式
发布实施方案。”

李斌进一步透露，公司预计8月
将完成电池资产管理公司的设立，
蔚来汽车是该公司的其中一个发起
股东，但不占多数股份，因此不会影
响公司的资产负债表。

此前有消息称，蔚来正规划成
立电池资产管理公司，推动车电分
离，并在此基础上推出BaaS产品，而
宁德时代已有投资意向。当时宁德
时代回应称，一切以公告为准。李斌
未透露宁德时代是否加入到该公司
的投资中。

计划每年发布一款新车型
下一款新车型是轿车

李斌表示，目前订单已经有所
积压，考虑到EC6早期订单积压，第
四季度的EC6交付压力较大。制造
团队正在提升合肥工厂的生产节
拍，在8月底9月初达到单月单班
4500至5000台的全供应链产能。

他提到，现有工厂的产能仍有
提升空间，但未来肯定需要建设第
二工厂。“我们并不是要特别着急马
上去开始建设第二工厂，但是关于
第二工厂的规划工作，根据我们的
产品开发进度，这已经在规划中。当
然不是自建工厂，我觉得这不是必
须的，我们只要有足够的产能保证
我们的产品的增长就可以了。”

目前蔚来汽车的产能主要与江
淮汽车合作，李斌表示，目前蔚来汽
车与江淮合作的工厂，可以在不需
要增加太多投资的情况下，实现双
班年产15万辆的水平。

蔚来汽车计划每年发布一款新
车型。李斌透露，下一款新车型将肯
定是轿车，但并未透露具体情况。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袁
野 吴丹若

“合纵药易
购 健 康 之
家”成都13
家活动门店
的具体地址

店名

成华区成华店

青羊区光华南三路一店

青羊区光华南三路二店

青羊区家园路药店

青羊区光华北五路药店

武侯区董家湾北街药店

金牛区三洞桥路药店

金牛区营康西路药店

新都区花都大道药店

新都区华美东街药店

郫都区望丛西路药店

郫都区蜀信东路药店

郫都区徐独路药店

电话

61646508

61356554

64060331

87086787

87794857

61817566

87711928

87314307

83930064

83158636

87805302

87469728

87853497

地址

二环路东二段6号-1层附10号

光华南三路54、56号1楼

光华南三路96号一层

家园路11号附5号2幢1层5号

光华北五路36号

董家湾北街3号附11、12、13号

三洞桥路8号时2号

营康西路29号附36、37、38号

大丰街道花都大道703号

大丰街道华美东街146号

郫都区望丛西路235.237号1层

郫筒街道蜀信东路196号

红光镇徐独路652号附2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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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报中的最大亮点是蔚来
汽车首次实现公司整体毛利率
转正，从去年同期的-33.4%提
升至8.4%，符合公司管理层此
前给出的预期。此外，公司成立
以来首次运营现金流录得正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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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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日，沪指一度跌了70多点，创业板
指数跌幅一度超过4%，如果收盘弹不起
来，那后市真的有点悬了。

不过，下午的行情，多少还是重拾了
一点信心，沪指收出长下影线，最终只跌
21.02 点 ，以 3319.27 点 报 收 ，跌 幅 为
0.63%。最糟糕的熊市，我们都经历过，都
不会绝望，更何况是现在？

我们还是少谈一点市场，聊点别的。
关于小米集团，还有雷军，昨日在网上关
注度还是很高。据报道，11日在小米十周
年之际，雷军做了一次演讲，其中有两点
比较有意思。

雷军无疑是个性情中人，所以，当年
会和格力的董明珠进行那场著名的赌
约。2013年，雷军私下和董明珠打了一块
钱的赌，董明珠转身对大众公布，这个赌
约值10亿：五年内，小米的营收能不能超
过格力？

结果大家都知道，雷军输了。而这一
次，雷军正面回应了与董明珠的赌约，他
说“这是我干的一件蠢事，董明珠的确赢
了。”雷军还表示，之所以当年要进行这
场赌约，原因还是当时有些膨胀了。

还有一点，也很让人佩服。雷军说，
“没有任何成功是不冒风险的，直面风
险，豁出去干。”没有任何成功是不冒风
险的，我们投资股市，更是如此。

最后聊一下市场，我还是那个想法，尽
管趋势不乐观，但还是要对后市充满信心。
不想冒任何风险，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

昨日恒生指数大涨353.34点，以
25244.02点报收，涨幅为1.42%，如此表
现也是超市场预期的。

而恒生指数，实际上昨日上午也是
在下跌的，下午奇迹般拉升起来，但愿这
种奇迹也能出现在13日的A股上。

昨日下午，A股也是有所回升。我想
强调的是，这根长下影线很重要，不然形
态会非常难看。但下午反弹了，并不代表
13日一定能够反转短期趋势，短期可能
还是暂时需要谨慎对待。 （张道达）

走路，是一种既经济又实用的
慢运动，不仅可以活络筋骨、预防心
脑血管疾病，还可以让身体更健康。

为了能够让更多市民养成走路
养生的习惯，成都商报四川名医联合
合纵药易购健康之家、四川神鸟世纪
推出“健康步行换好礼”活动，并同时
开启“共享神鸟 健康同乐”——健康
之家惠民好礼周。（活动详情见文末）

凭6666步免费换好礼
全城13家药店等你来

8月11日至8月13日，“健康步行
换好礼”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市民
朋友们可凭借“6666”的步数记录，
前往“合纵药易购健康之家”成都13
家任意门店，免费领取多重好礼！

2020 年，随着中国互联网医疗
步入黄金期，作为其关键组成部分
的智慧医疗产业也进入了高速发展
期。由全国知名的医药流通企业四
川合纵药易购股份有限公司创立的

“健康之家”连锁药店，一直在家门
口守护着市民的健康。

而今年以来，四川合纵药易购
股份有限公司联合四川神鸟世纪科
技有限公司全面开启“药店的新零
售时代”，让市民购药更方便，购药
就有好礼拿。

大家赶紧拿起手机动起来，一
起养成健康步行的习惯，还可以体
验药店新零售模式所带来的便利。

中医名家亲诊
免费看“肖小儿”仅此一天

8月14日上午8：30-10：30，本次
惠民好礼周的重头戏——“健康之家
惠民行动成华行”拉开帷幕！名中医
肖小儿（肖量）也将来到现场，为广大
市民朋友们举行免费看诊活动。

只要是地道的成都人，一提起中
医儿科，首先就会想起以肖正安教授
为代表的“四大小儿”。如今，老一代四
小儿的子女已经继承前一辈的衣钵。

“肖小儿”第二代传承人、肖小
儿国医馆馆长肖量从事中医儿科工
作已30余年，他擅用经方，对儿科常
见病、多发病及疑难杂症脉诊准确，
医效显著，泽被无数患儿。

本次活动，特意邀请到肖量坐

镇亲诊。届时，市民朋友可以前往合
纵药易购健康之家成华店，免费与

“肖小儿”面对面。

“健康之家惠民好礼周”，
神鸟健康让医药门店具有更多可能

神鸟健康所属的四川神鸟世纪
科技有限公司，是专注于互联网医药
新零售、医药行业综合服务的产业互
联网企业。公司通过神鸟健康AI新零
售为医药行业赋能，建立医药产业互
联网操作系统，链接上下游产业链，
打造医药大健康产业闭环，打造互联
网医药零售产业综合服务新模式。同
时针对实体商家生存发展的痛点，不
断嫁接优质资源，为批发商、零售药
店和医药生产企业提供线上线下全
链条解决方案，为实体企业插上产业
互联网的翅膀。

8月11日-8月14日，“健康之家
惠民好礼周”活动以二环路东二段
健康之家成华体验店为核心，让成
华店成为成都药店智慧健康零售样
本，同时结合遍布全城的12家健康
之家直营门店，让更多市民享受智
慧医药带来的便利。

还没来得及将自己房贷合同的
定价转换为参考LPR的浮动利率？
不用急了，距离房贷合同转换的最
后期限还有不到二十天，五家国有
大行集体公告，将统一对尚未将房
贷定价基准批量转换。

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
行、中国银行和邮储银行8月12日
均发布《关于存量浮动利率个人住
房贷款定价基准批量转换 LPR 的
公告》，公告均表示，将于2020年8
月 25 日起，对符合转换条件但尚
未办理转换的存量浮动利率个人
住房贷款定价基准批量转换为
LPR。也就是说，2020年1月1日前

已发放或已签订合同未发放，且截
至2020年8月24日（含），尚未办理
定价基准转换的存量浮动利率个
人住房贷款（含个人商用房贷款，
不含公积金贷款和公积金贴息贷
款），五大行将统一自 2020 年 8 月
25日起批量转换，你无需自己进行
任何操作了。

另一家国有银行交通银行则在
7月20日就发布了浮动利率房贷定
价基准批量转换的公告，于2020年
8月21日对尚未转换为贷款市场报
价利率（LPR）或固定利率的存量浮
动利率房贷，统一调整为LPR浮动
利率加减点方式。

按照此前央行的规定，3 月 1
日启动的包括房贷在内的存量浮
动利率贷款定价基准转换工作，
原则上至 8 月 31 日结束，各家银
行基本上要求客户通过手机银
行、网上银行等线上渠道自助办
理业务，而在随着转换时间接近
结束，国有大行为进一步推动存
量浮动利率贷款定价基准转换工
作，选择了批量转换。

如果你不想批量转换，而是想
保持原合同的定价方式，则可以在
各家银行规定的时间内，通过掌银、
网银、客服或者原贷款经办行进行
登记。 据澎湃新闻

8 月 12 日 ，腾 讯 控 股
（00700，HK）发布了第二季度及半
年度的业绩报告。

财报显示，其二季度的营收为
1148.83亿元，同比增长29%；净利
润（Non-IFRS）为301.53亿元，同
比增长28%；上半年营收为2229.48
亿，净利润（Non-IFRS）572.32亿。

基于二季度以来的新变化，来
自野村等近40家券商均对腾讯给
出了“买入”、“增持”等积极评级。
其中，野村证券上调腾讯控股目标
价至655港元/股。

当天，腾讯控股的股价上涨
1.36%，收盘价报520.5港元/股。

微信正在加速“谋变”
向数字经济产品转化

从产品来看，微信及WeChat的
合并月活跃账户数达到12.06亿，
QQ的智能终端月活跃账户数为
6.48亿。

值得一提的是，微信的新功能
“拍一拍”也被写入了财报，称“拍
一拍功能激发了许多创意互动”。

在腾讯擅长的社交领域，微信
正在加速“谋变”，实现从社交产品
向数字经济产品的转化。

一方面，小程序不断升级商业
服务能力，推出小程序直播、微信小
商店、小程序订单管理、交易保障、
微信物流助手等系列能力，电商交
易生态日益成熟。另一方面，微信与
企业微信互联互通升级，让更多商
家激活私域流量的巨大商业价值。
同时，微信支付分正式开放查询功
能，已支持超千种信用服务。

以12亿社交用户为基础，以
“小程序”为载体，加之支付、广告
营销、视频等各类内容流量互动，
直播乃至搜索入口等服务功能完
善，“小程序经济圈”不断爆发活
力，微信商业化步伐明显提速。

游戏收入占比超三成
“剧游联动”促成爆款

腾讯二季度的1148.83亿元的
营收中，网络游戏带来的收入增长
了40%，达到382.88亿元，占了该报
告期营收的超三成。

在今年6月底，腾讯游戏召开
2020年度大会。IP产业链模式的构
建被视为腾讯游戏未来发展极为
重要的战略，将游戏形式与其他文
化载体相结合，也在本次发布会上
被多次提及。

以近日上线的电竞IP网剧《穿
越火线》为例，其是由腾讯影业联
合多方出品的。三天时间内，这部
电竞网剧仅在腾讯视频平台中便
收获了1.3亿次专辑播放量，每集都
能够收获数十万的弹幕互动量。在
火爆的数据背后，除了有平台制作
团队与游戏团队的深度配合加持，
还在于《穿越火线》IP在过去多年
中积累下的庞大玩家粉丝资源，

“剧游联动”最终促成爆款。
目前，腾讯旗下内容产业已经

逐渐布局了文学、动漫、音乐、影
业、新闻资讯、长短视频、电竞、游
戏等多内容产品形态。随着腾讯完
成内容产业链的整合，其以“IP构
建”为核心的内容生产方式，将不
断实现规模化协同效应。

5000亿元用于新基建投资
以投带产促进数字经济“内循环”

2020年4月20日，国家发改委
首次明确新型基础设施的范围，把
以数据中心、智能计算中心为代表
的算力基础设施明确纳入新型基
础设施范围。腾讯率先顺势而为。
今年5月，腾讯宣布率先拿出5000
亿元用于新基建投资，全面升级

“基础设施、技术创新、研究资源”
三大能力，以投带产促进数字经济

“内循环”，打造腾讯TO B生态。
两个月后，腾讯清远云计算数据

中心正式开服，成为国家新基建战略
背景下，腾讯云首个容纳百万服务器
的数据中心集群，也是华南地区迄今
为止最大的新基建项目。不仅是“云
计算”基础设施能力提升，腾讯在工
业互联网领域的探索也不断传来捷
报：目前，腾讯云已与富士康、三一重
工等多家制造业龙头达成战略合作，
共建工业互联网标杆项目，有效拉动
地方经济和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袁
野 杨佩雯

扫描二维
码，下载
“神鸟健
康”App

走路可以“挣钱”了！
凭步数记录到全城这些药店领礼物
“健康之家惠民行动成华行”，名中医“肖小儿”现场免费看诊

“健康之家惠民好礼周”
活动详情

1、活动期间，只要步数达到
6666步，到合纵药易购健康之家
13家任意门店，即可免费领取礼
品1份（每店每天限量100份，送完
即止）。

2、活动礼品（8选1）：艾灸贴
1包（5贴装）、口罩1包（10个装）、
藿香正气液1盒（5支装）、艾妍菲
面膜1盒（5片装）、艾妍菲洁面乳
1瓶、艾妍菲沐浴乳1瓶、艾妍菲
洗发水1瓶、艾妍菲护发素1瓶。

3、活动期间，即使没有参加
步数活动，到店下载“神鸟健康”
App，也能获赠100爆品金，在App
上0元兑换等额礼品。（*爆品金为
神鸟健康虚拟货币，可累积免费
兑换等额礼品使用）

4、活动期间，凡到健康之家
成华店参加“步数领好礼”活动
的市民，还可领取活动【抽奖券】
一张。凭抽奖券可以参与8月14
日在健康之家成华店的抽奖活
动！“健康之家惠民行动成华行”
抽奖时间：8月14日8：30-10：30，
抽奖地点：合纵药易购健康之家
成华店（SM广场对面，万科金域
蓝湾商铺）

注：活动最终解释权，归合众
药易购健康之家所有，具体活动
详情，请咨询门店。

（江瑾然）

不想冒任何风险，
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

微信“拍一拍”被写进财报
游戏带来的收入增长了40%

腾讯Q2营收近1149亿
你贡献了多少钱？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第
2020076 期全国开奖结果：
03 11 15 16 17 19 30，特

别号码：21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

联销“3D”第2020176期开奖结

果：933。
(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

的结果为准)

福
彩

兑彩票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20175

期开奖结果：944，直选：3927注，每
注奖金1040元；组选3：17817注，每
注奖金346元。（25628992.23元奖
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
20175期开奖结果：94444，一

等奖48注，每注奖金10万元。
（418007561.34元奖金滚入下期
奖池）

超级大乐透第20075期全
国销售271697395元。开奖号
码：02 09 10 21 35 01+07，
一等奖4注，单注奖金1000万

元，追加0注。二等奖59注，单注
奖金217584元，追加22注，单注
奖金174067元。三等奖116注，
单 注 奖 金 10000 元 。
848526594.54元滚入下期奖池。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20
年10月12日)

体
彩

五家国有大行加速存量房贷利率转为LPR：

8月25日起批量转换

蔚来驶出“ICU”?

下一款
新车型
将是轿车

交出最佳二季报
毛利率转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