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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去年12月出现A股“最惨”
庄家，坐庄一年倒亏5亿后，A股
又现坐庄操纵大案，庄家动用196
个账户炒作华平股份（300074.
SZ），一顿操作猛如虎，结果却倒
亏超3亿元，还被证监会抓了个正
着，分别处以罚款、警告、市场禁
入等处罚。

证监会2021年1号行政处罚
和2021年1号市场禁入决定书显
示，熊模昌、吴国荣因操纵华平股
份股票价格，利用196个账户亏损
3.24亿元。熊模昌被给予警告，合
计处以205万元罚款；吴国荣被给
予警告，合计处以185万元罚款。
证监会还决定，对吴国荣采取3年
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动用196个账户
还加杠杆操纵华平股份

熊模昌，男，1976年3月出
生，住址上海市杨浦区。吴国
荣，男，1966年5月出生，住址浙
江省杭州市。

证监会查明，吴国荣实际控
制196个证券账户。2017年7月24
日至2018年6月26日期间，吴国荣
控制使用“白某飞”等186个个人
账户和“金谷·信惠182号证券投
资集合资金信托”等10个机构账
户，共计196个证券账户（以下称
账户组）。

熊模昌与吴国荣签订《委托
增持代持协议》等相关协议约定，
熊模昌向吴国荣支付保证金，吴
国荣按照1：4的比例提供配资资
金（即加杠杆）。熊模昌分三个阶
段累计向吴国荣指定银行账户划
转资金1.72亿元，吴国荣按配资
比例转至其控制的配资账户。

吴国荣使用其控制的196个
证券账户在操纵期间内，利用资
金优势、持股优势，采用盘中连续
交易，在自己实际控制的账户之
间进行证券交易等方式交易“华
平股份”，影响股票交易价格及成
交量，吴国荣主观操纵市场的意
图明显。

不过，操纵期间吴国荣账户
组最终合计亏损3.237亿元。因其

加了配资杠杆，导致亏损也成倍
放大。

红星资本局注意到，2017年
股指还算平稳，进入2018年后股
指却跌跌不休。熊市之下很多人
亏损累累，包括像熊模昌、吴国荣
这样的“庄家”也不能幸免。

复盘华平股份走势，在熊模
昌、吴国荣介入的2017年7月，华
平股份股价才7元多；到2018年1
月已经涨到9元左右，可见短期内
还是赚了一些钱。可惜随后股市
进入熊市，华平股份也急转直下，
甚至在2018年6月还遭遇6个跌
停，导致庄家也损失惨重。考虑到
加杠杆的原因，最终亏损3亿多也
就不足为奇。

“最惨坐庄”
亏损仍在继续

证监会决定：对熊模昌、吴国
荣操纵华平股份的行为处以300
万元罚款，其中对熊模昌处以120
万元罚款，对吴国荣处以180万元
罚款；对熊模昌及其一致行动人
吴国荣增持数量达到上市公司已
发行股份30%时，未履行发出收
购要约义务的行为，给予警告，并
处以30万元罚款。其中对熊模昌
处以25万元罚款，对吴国荣处以5
万元罚款。对熊模昌虚假减持“华
平股份”的行为，给予警告，并处
以60万元罚款。

综上，对熊模昌给予警告，合
计处以205万元罚款，对吴国荣给
予警告，合计处以185万元罚款。
此外，还对吴国荣采取3年证券市
场禁入措施。

熊模昌最近一次出现在2020
年12月29日华平股份的公告里，
称收到持股5%以上股东熊模昌
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情况告知
函》，熊模昌通过集中竞价以及大
宗交易方式累计减持公司股份约
694 万 股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的
1.301%。此时股价已经跌到4元左
右，可见“最惨坐庄”的亏损仍在
继续。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李伟铭

日前，央行发布《中国人民银
行关于推进信用卡透支利率市场
化改革的通知》，要求自1月1日
起，信用卡透支利率由发卡机构
与持卡人自主协商确定，取消信
用卡透支利率上限和下限管理。

此前，央行规定的信用卡透
支利率上限为日利率万分之五，
下限为日利率万分之五的0.7倍。

业内人士分析，这是继央行
2016年4月发布《中国人民银行关
于信用卡业务有关事项的通知》

“松绑”政策的进一步延续。延续
信用卡“松绑”政策，或为利率市
场化再添助力。

据悉，目前我国信用卡免
息还款期最长为60天，多数银
行信用卡免息期在50天左右。
在免息期内，持卡人无需就待
还金额支付利息，当持卡人无

法全额还款出现逾期后，才会
产生利息，即从消费当天开始
按日计息按月复利。

而值得关注的是，2020年10
月，央行也曾在其发布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修改建议
稿）》中提到，“商业银行可与客户
自主协商确定存贷款利率”。对
此，业界普遍认为央行取消信用
卡透支利率上限和下限管理，是
利率市场化改革的重要举措。

国盛证券表示，从长期来看，
信用卡透支利率限制的取消有利
于行业市场化健康发展。万联证
券分析团队则认为，此次信用卡
利率放开，是在当前经济内循环
为主、外循环赋能背景下，通过消
费升级切入需求侧改革的一种尝
试，为利率市场化再添助力。

据新华社

之前，我们还在感叹，沪指
3600点无功而返，结果昨日就突破
了，而且创出了近5年来的新高。

之前，很多人还在怀疑，机构
抱团要瓦解了，龙头股要不行了。
结果昨日，龙头股强势反扑。

昨日沪指是收在全天最高点
3608.34点，涨幅超过2%，毫无疑
问还是龙头股的功劳。龙头股就
是中国经济的核心资产，对于这
一点，不要再有任何怀疑了。

尽管昨日个股也是大面积上
涨，但涨得多的，还是大公司。不
论是沪指还是深成指，在上午10
点半之后，都出现了一个明显的
剪刀差。剪刀差出现之后，大盘股
表现明显强于小盘股，一直到收
盘，开口越来越大。

最近，达哥一直在强调一个
观点，就是拥抱核心资产，拥抱大

市值龙头公司。核心资产的牛市，
我们不要再怀疑了。

代表核心资产的指数有三
个，上证50、沪深300和创业板指
数。上证50指数今天涨幅3.43%，
沪深300指数涨幅2.85%，创业板
指数涨幅2.83%，都强于沪指。

另外，上证50指数和沪深300
指数两大指数都已经突破2015年
牛市高点，无限接近2007年的牛
市巅峰，这难道还不是核心资产
的牛市吗？

那么，既然确定是牛市，我们
如何操作呢？我觉得，就是坚定自
己的判断不动摇，然后坚决地执
行下去。

接下来行情会如何？
后市短期行情，我还是不下

判断，但对核心资产的牛市，我们
要充满信心。 （张道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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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核心资产的牛市
我们要充满信心

央行取消信用卡透支利率
上下限管理

证监会今年首罚

“最惨庄家”再现：
操纵股票一年倒亏3亿多

外界对“蔚来车友”的评价，和蔚来车友
们的自我感受是两个极端。

“传销组织”“不正常”等评论，把蔚来的
车友们送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不过，在蔚来车主们自己看来，蔚来所
构建的这个社群是一个正面的、积极的、能
满足彼此社交需求，甚至情感需求的群体。

@小林幸子对红星资本局感叹：大部分
选择蔚来的人，都是与企业理念高度黏合
的。这些人具体有什么特点？她用了这几个
短语来形容：热爱生活，喜欢交朋友，喜欢科
技，喜欢新事物。

杨洲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我们平常
找知己找朋友，找志同道合的人，也常常是
参加各种社团来实现。在蔚来的这个社团
里，大家也能找到共同语言。”此外，他认为
经过蔚来价格门槛的筛选，大家寻求的不仅

是代步的需求，也包括情感层面的满足。
“总的来说，蔚来的车主还是比较有（经

济）实力的。”杨洲说。
红星资本局注意到，@小林幸子的职业

是某外企的品牌顾问，同时也是IP形象设计
师、插画设计师；杨洲则在北京运营一些汽
车自媒体账号，家中另有奔驰等汽油车。

在交谈过程中，杨洲甚至主动谈论起外
界对其“传销组织”的说法，说觉得别人不理
解“很正常”，“但当你第一次吃到海底捞的
时候，是不是也会不假思索地把它安利给你
身边的每一个人？当它的服务、品质完全超
出你认知的时候，你会推荐其他人尝试。”

据介绍，1月8日晚，蔚来NIO DAY前
夜举办的“车友年会”，甚至都是成都车友
们自行举办的。“蔚来董事长、CEO李斌，总
裁秦力洪都是车友会邀请来参加的。”@小
林幸子说。

但无论是围墙内外的哪一种评价，但掏
钱“应援”、自办“年会”……蔚来
车主仍是目前所有车企都最羡

慕的，被调侃为“史上
最团结”的车主群体。

蔚来正在失去车主们“饭圈式”的爱。
在采访蔚来车友时，多位车友都不约而

同地对红星资本局讲述了一个共同的理念：
对于很多品牌的车企，购买意味着服务的结
束，而蔚来的购买是服务的开始。

在他们看来，蔚来提供的服务包括两个
方面：一是对于车辆本身的服务，例如老车主
免费换电、辅助驾驶功能打折、故障快速响
应、保养上门取车、违章处理代办等使用上的
服务；第二，就是蔚来所组织的日常兴趣活
动、亲子活动等聚焦兴趣、社交的情感服务。

“其实讲起来好像并不特别，且可复制
性很强。但我认为就像秦力洪所讲述的，需
要的是将心比心、持续用心的服务，带给了
车主们一个整体非常好的感受。”杨洲说。

不过，随着车主的逐渐增多，蔚来所推崇
的高标准服务，也在面临考验。最新的数据
是，2020年12月，蔚来交付了7007辆汽车，环
比增长32.4%，同比增加了121%。2020年全
年，蔚来累计交付43728台，同比上涨112.6%。

翻倍的用户也意味着更大的运营成本。
“（用户）规模扩大导致蔚来倡导的用户体

验被稀释，这个矛盾是我们接下来面对的最大
挑战。”秦力洪感叹，蔚来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

此外，车卖得越多，蔚来也亏得越多。
2020年初，李斌也曾对媒体透露，“不算人力
成本、移动服务车的投入，单‘服务无忧’项
目蔚来每年在每位车主身上便要亏损4000
多元。”根据蔚来的财报，自上市以来，亏损
已超过300亿。

这也是不少投资者质疑的焦点。“当蔚
来的车主只有两万的时候，李斌可以每天发
红包，当车友只有98桌的时候，可以挨个桌
的喝酒。但如果车主上10万呢？如果车友有
几百桌呢？”有投资者对红星资本局感叹。

当蔚来的服务是“小而美”的时候，企业
和车友都在讲故事、讲情怀。但随着持续上
涨的销量，蔚来引以为傲的核心竞争力——
服务，究竟能否还跟得上？

秦力洪曾表示，蔚来ET7对标的车型是宝马7系
等豪华轿车。李斌也重申，蔚来要抢夺的是传统豪华
车的市场，售价与BBA燃油车相当，在服务、性能、智
能化等方面超越BBA，这是蔚来的策略。

虽定位如此，但市场却从未停止过对蔚来与特斯
拉的比较。@小林幸子告诉红星资本局，自己的蔚来
车型是ES6，买车时考虑的另一款车，是特斯拉Model
3。杨洲对标的，则是奔驰的GLC。

多家媒体报道，1月1日，在Model Y发售的当天，
蔚来惨遭大规模退单。蔚来的SUV车型EC6和ES6，售
价分别为36.8万元起和35.8万元起，是Model Y的直
接竞争产品。虽然蔚来官网发文辟谣，但8天后的这场
发布会，蔚来也并不只在抛开特斯拉“独自美丽”。

发布会上ET7的数据显示，在软件方面，将在ET7
上搭载自动驾驶技术NAD，完成“点到点”自动驾驶。
在芯片算力上，此次蔚来发布的NAD系统，算力高达
1016TOPS。李斌表示：“芯片算力是特斯拉的7倍”。

考虑到价格优势和配置参数，不少声音认为，
ET7的发布足以让特斯拉和BBA焦虑。

但红星资本局注意到，ET7其实还只是“期货”，更
多地存在于“PPT”上。据发布会，预计搭载70/100kWh
电池包的车辆2022年一季度可交付给用户，而150kWh
固态电池包预计2022年第四季度才会推出，相应搭载
该电池的ET7准确交付时间未定。

不过即便如此，蔚来仍要选择此时来发布。秦力
洪此前和媒体交流时曾表示，别的品牌在某方面做出
了成绩，就有人觉得蔚来不行了，“坦白地说，我们也
会被迫做一点（贩卖期货）这个事，但如果是期货，就
要明确地说出时间表。”PPT卖车的质疑、非同等价格
正面交锋的蔚来，或许给特斯拉和BBA都带来了焦
虑，但其自身，也处于焦虑之中。

“Model Y 狂降16万”消息传出的同时，蔚来却在
“对标宝马7”，一时间，“割韭菜”的质疑也很难消失。

最近，蔚来市值又创新高。
1月8日，蔚来汽车涨超6%，总市值突破920亿美元

（约合人民币5957亿元），仅次于比亚迪（002594.SZ），
位居中国车企市值第二。而同一天，奔驰的母公司德
姆勒市值为754亿美元，宝马的市值为465亿欧元。

也就是说，这家曾在2019年受新能源补贴退
坡、车辆自燃、融资受阻、“裁员”风波等不利影响，
股价一度跌至1.19美元、市值跌至18亿美元的企业，
不仅走出了“至暗时刻”，甚至市值已经超过了宝马
和奔驰，成为了全球市值第三大的车企。

单与一年前的1月10日相比，蔚来的股价就上
涨了1579%。

在采访过程中，红星资本局了解到有意思的一
点是：除了卖车，蔚来也在全方位地“带货”赚钱。据
@小林幸子讲述，NIO DAY前夜的“车主年会”，车
主需“积分兑换”来参与。积分是在蔚来APP中获
得，推荐别人买车、参加蔚来活动、日常打卡都可以
获得赚取积分。而积分则又可以在APP内使用，兑
换一些“蔚来精品”。“比如水杯、衣服，都是品质感
很好的，包括蔚来空间的饮品，也是积分兑换。甚至
电池升级，70度电升级100度电，要5万多元人民币，
你也可以赚50万积分来抵这个钱升级电池。”

红星资本局在其APP上注意到，“NIO LIFE”
中有美食、服饰、家居、户外等多种商品，都可以通
过人民币或积分来获得。

但即便想方设法赚钱，根据2020Q3的数据，蔚
来上市至今，已经持续亏损近300亿元。

仅2019年全年归母净亏损便高达114.14亿元，
进入2020年，前三季度归母净亏损共计41.18亿元。
亏损似乎已经成为该公司经营的常态，不过整体来
看，其亏损额呈收窄态势。

新能源市场仍在逐步扩大中。作为国内新能源
头部车企，蔚来所面临的不再只是小范围车主的推
崇。从小众走到台前，蔚来如何处理服务质量与销量
增多之间的矛盾？与BBA或是特斯拉的竞争，蔚来又将
如何突围？如今，除了讲故事和情怀，蔚来需要做的还
有更多。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俞瑶 杨佩雯

全场98桌，他（蔚来CEO李斌）
一桌一桌地敬酒，没有遗漏一桌。”厦
门来的车主@小林幸子 向红星资本
局描述了蔚来成都年会场景，“蔚来让
我们感觉到品牌离我们很近，斌哥跟
我们吃饭敬酒聊天，其他车企应该没有
这样的。”

“李斌每天都在北京的车友群发红
包，每天都发。”蔚来ES6车主杨洲说，
李斌对车友的维护很重视，如果是出差
在飞机上，都会让他的助理代替他在群
里发红包。

在外界看来这些近乎“狂热”的车
主们，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保护蔚来最有
力的围城：蔚来因自燃事件股价跌至1
美元时，蔚来车主自掏腰包资助蔚来参
加车展；面对网络的负面消息，蔚来车
主也像“饭圈”一样自发回怼。

不过，城墙内外，却是对蔚来截然
不同的两种声音。

1/ 城内：
在蔚来车主看来，蔚来所构建的

社群是一个正面的、积极的、能满足彼
此社交需求，甚至情感需求的群体。

城外：
“传销组织”“不正常”等

评论，把蔚来的车友们送上了
舆论的风口浪尖。

掏钱掏钱““应援应援””自办自办““年会年会””
蔚来车主群是“传销组织”还是“高端社团”？

两
种
判
断

蔚来的

围城围城2/
两
个
蔚
来

城内：
对于很多品牌的车企，购

买意味着服务的结束，而蔚来
的购买是服务的开始。

城外：
随着车主的逐渐增多，蔚

来所推崇的高标准服务，也在
面临考验，翻倍的用户也意味
着更大的运营成本。

从从““宠粉宠粉””到到““掉粉掉粉””
销量持续上涨

服务能否跟得上？

3/
两
个
假
想
敌

城内：
蔚来要抢夺的是传统豪华车

的市场，售价与BBA燃油车相当，
在服务、性能、智能化等方面超越
BBA，这是蔚来的策略。

城外：
市场从未停止过对蔚来与特斯

拉的比较。考虑到价格优势和配置
参数，不少声音认为，ET7的发布
足以让特斯拉和BBA焦虑。

同在焦虑中的蔚来同在焦虑中的蔚来
BBA和特斯拉，
对标的到底是谁？

4/
两
类
境
遇

城内：
除了卖车，蔚来也在

全方位地“带货”赚钱。在
蔚来APP中，推荐别人买
车、参加蔚来活动等都可
以获得赚取积分，而积分
可以在APP内兑换一些
“蔚来精品”。

城外：
1月8日，蔚来汽车涨超

6%，总市值突破920亿美
元。但根据2020Q3的数据，
蔚来上市至今，已经持续亏
损近300亿元。

市值创新高和亏损持续市值创新高和亏损持续
除了故事和情怀，
蔚来要做的还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