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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度靠AI，小米靠“钞能力”

传滴滴也要造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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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羊区颐乐养老院环境优价格
低并长期招聘护工13980010290
●凯航物业公司拟处理汽车一
批，4月12日前咨询
02887400953 王先生

声明·公告
●成都职业技术学院2011年7
月1号颁发给倪玉珠（身份证号
511023198906062665）的普通
高等学校结业证书， 证书编号
126351201106351808， 专业 ：
旅游英语，遗失作废。
●四川中成达瑞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原法人刘明法人章（编号：
5101095764469）遗失作废。
●2021.04.05黄莉遗失身份证51
0107200206040021,声明作废
●成华区院浩北商贸部， 营业
执照正副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510108MA6CDPTD91）遗
失作废。
●成都青藤汇教育科技有限公
司公章 （编号：510104021429
9）遗失，声明作废。
●成都市老陈记餐饮管理有限
公司公章 （编号：5101060376
563）遗失作废。

遗失声明
西南交通大学于2019年5月27
日和2019年6月19日向教育部
高等教育教学评估中心开具的
中央行政事业单位资金往来结
算票据两张, 一张票据代码:0
040118, 票据号码:1505213916,
发票金额为31486.03元, 大写:
叁万壹仟肆佰捌拾陆元叁分;
另一张票据代码:0040118, 票据
号码 1505213923发票金额为
1496.65元, 大写: 壹仟肆佰玖
拾陆元陆角伍分。 以上两张票
据第二联收据联原件不慎遗失,
特此声明作废。 2021年4月6日
●成都市九洲半岛南庭茶府有
限公司， 公章编号5101040044
088，遗失作废。
●四川亿丰迪邦实业有限公司
公章（编号：5101099990098）、
财务专用章（编号：5101099990
099）、汪斌法人章（编号510109
9990100）遗失作废。

●刘小容造价工程师执业资格
证书，合格证号：510104230100
053546， 专业技术职务资格
证书高级工程师， 证书编号20
190059311遗失作废。
●罗义， 造价工程师执业资格
证书， 证书编号ZT00126406，
专业技术职务资格证书 （工程
师 ）， 证书编号川建厅中311
6#，遗失作废。
●李香丹， 造价工程师执业资
格证书， 管理号：2019100455
10002704，专业技术职务资格
证书 （助理工程师）， 证书编
号I-1600500，遗失作废。
●吕宗秀， 造价工程师执业资
格证书， 证书编号0114213，专
业技术职务资格证书 （高级工
程师）， 证书编号00313941，遗
失作废。

●四川雷光科技有限公司财务
章5101250078143、 发票章510
1250078144、 彭亚东法人章51
01250078145均遗失作废。
●成都曼普咨讯有限责任公司
营业执照 （注册号：51010720
05500） 正副本、 公章遗失作
废，特此声明。
●成都金鼎盛世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公章（编号：51010999928
58）、谭弦法人章（编号：510109
9992860）遗失作废。
●成都腾油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罗健法人章（编号：510107524
8349）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成都宏锦源装饰工程有限公
司公章编号5101225125473发
票专用章编号5101225125475
遗失作废。

●成都天资
泰源科技有
限公司公章
（编号：51010
95568101）
遗失作废。
●四川省民
政干部学校，
原法人韩银政法人章编号
5101060050593遗失作废。
●成都永安诚股权投资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原法人乔志毅法人
章（编号：5101009331523）遗失
作废。
●成都新桥电缆有限公司公章
编号5101008351361、 财务专
用章编号 5101008351362、樊
海朋法人章编号510100835136
3遗失作废。

●姚应秀 (身份证号532131194
202040021)持有的府河星城43
幢806号 《房屋使用权转让协
议》及相关票据原件遗失作废。
●成都三条鱼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吴建斌法人章 （编号：5101
040152223）遗失，声明作废。
●四川申蓉九兴汽车销售服务
有限公司遗失别克商务车 (车
架号LSGUA82L6MG053890)合
格证和车辆一致性证书原件，特
声明该遗失证书无效,不得他用

●成都市瑞鑫机械设
备安装工程有限公司
公章（编号：51011250
01075）遗失作废。
●成都市世平道饮食文化有限
公司发票专用章（编号：510100
8506878）遗失，声明作废。
●深圳市调色师化妆品有限公
司不慎将鹏瑞利(成都)实业有
限公司开具装修保证金收据（
编号QY19004250；金额94829.
54元）遗失，特此声明作废

●成都千堆雪文化传媒有限公
司原法人张赢法人章 （编号：
5101095272875）遗失作废。
●成都千堆雪文化传媒有限公
司原法人张赢法人章 （编号：
5101095272875） 销毁证明遗
失作废。

●成都不二之家纺织品有限公
司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10106MA69RDLX2
R、 公章编号5101060451624周
建蓉法人章编号510106045162
8财务专用章编号51010604516
25遗失作废。

业内人士指出，在“软件定
义汽车”时代，新能源汽车未来
拼的可能是软件的先进性和成
熟度。其中的核心包括：软件算
法、操作系统和智能驾驶技术。

以小米（01810.HK）为例，
外界普遍认为，该公司将聚焦
软件开发、造型和人机互动等
核心领域，把底盘和硬件交给
代工厂生产，把汽车组装外包
给合同制造商。

滴滴造车，如果同样把“硬
件”外包，它目前在“软件”方面
有什么自己的东西？从公开信
息来看，最出名的是自动驾驶
系统。

滴滴自动驾驶团队组建于
2016年，拥有高精地图、路人及
车辆行为预测、路线规划与控
制等多个专业团队。2019 年 8
月，自动驾驶成为滴滴独立子

公司。2020 年团队在中美两地
开展研发、测试工作，规模约
400 余人。截至目前，滴滴自动
驾驶已经获得上海、北京、苏
州、合肥、美国加州等地的道路
测试牌照。

据媒体报道称，滴滴计划
持续在更多城市开展载人项
目，并探索出行之外其他场景
下的自动驾驶技术落地。其中，
L4级自动驾驶车型的研发与量
产，已被列为当前内部的重点
项目。

滴滴自动驾驶日前完成了
3亿美元融资，加上2020年5月
公开披露的软银愿景基金2期
领投的超 5 亿美元融资，滴滴
自动驾驶已累计获得超8亿美
元投资。据外媒最新报道，滴滴
自动驾驶部门计划再筹5亿美
元，用于加速无人驾驶技术的
量产，并投资人工智能芯片等
技术。

不过滴滴目前的融资量，
在自动驾驶行业如同杯水车

薪。
此前优步的自动驾驶部门

因长时间的集团支持，导致公
司财务报表恶化，最终只能卖
给初创公司 Aurora。而百度自
称研发自动驾驶技术累计投入
估计已高达千亿元。

百度 CEO 李彦宏日前在
接受媒体采访时直言，虽然越
来越多玩家入局造车，但他们
都低估了自动驾驶的研发投
入，百度仅去年一年就投入200
亿元，而这可能需要10年乃至
20年的长期投入。

目前，滴滴自动驾驶技术，
无论是通用技术测试车辆数、
载人测试车辆数、无人化测试
车辆数还是测试里程数，都远
低于百度和小马智行，与同行
相比没有明显优势。

地图方面，滴滴的规划地
图与百度和高德相比还存在较
大差距，高精地图目前覆盖了
测试城市的主要道路，其它道
路还没有开展。

3月30日晚，小米春季新品发布
会上，小米创始人，董事长兼CEO雷
军公布了一个重磅消息——小米决
定进军汽车整车制造行业。

对小米造车，市场最关注的一
点是价格。在4月6日晚的直播中，
雷军表示，第一款小米汽车价格区
间为10万-30万元。

雷军在发布会上还宣布，小米
正式启用全新Logo。据了解，这个新
Logo 筹备 3 年，设计费花了 200 万
元，由国际著名设计师原研哉操刀。
新 Logo 公布后，不少网友表示，雷
军上当了，建议当场报警。

在4月6日晚的直播中，雷军也
对新logo给予了回应。

关于汽车：
首款定价为10万-30万元

在4月6日晚的直播中，雷军也
透露了小米造车的更多细节。

比如，首款汽车什么时候推出、
什么车型、卖多少钱？在4月6日晚
的直播中，雷军表示，对小米汽车来
说，首战即决战，三年后的产品不会
辜负大家的期待。

雷军 4 月 6 日晚还在微博发起
针对小米汽车的投票，结果显示，大
部分人希望小米汽车采取小米的自
有品牌，投票最多的车型为轿车和
SUV；价格方面，10万元-30万元区
间的投票合计超二分之一。

“微博投票结果显示，粉丝希望
我们做中高端的汽车，因此第一款
小米汽车价格区间为10万元-30万
元。”雷军表示。

雷军同时表示，第一款小米汽
车将是轿车或SUV，会再作讨论。

此前，3月30日，小米集团发布
公告称，公司董事会正式批准智能
电动汽车业务立项。公司拟成立一
家全资子公司，负责智能电动汽车

业务，首期投资100亿元，预计未来
10 年投资额为 100 亿美元。雷军将
兼任智能电动汽车业务的首席执行
官。

“截至 2020 年末，小米现金储
备量为1080亿元，我们亏得起。”雷
军表示，除了资金上的积累，小米现
有10000多人的研发团队，全球前三
的手机业务，以及全球最好的智能
生态，都将为小米造车提供有力支
撑。

雷军在宣布造车时表示：“小米
造车是我最后一次重大创业项目，
我愿意押上全部声誉，亲自带队，为
小米汽车而战。”

关于新Logo：
看习惯之后就好了

小米新 Logo 启用已经一周时
间了，但是围绕这个设计的讨论热
度依然不减，“小米新Logo”一度登

上微博热搜。不少网友直呼“雷军上
当了”，建议“立刻报警”。

官方介绍显示，新 Logo 来头
不小，是由国际著名设计师原研
哉亲自操刀，历时 3 年打造。雷军
表示，估计不少人会说，就这呀？
还改了 3 年？但是，这个设计师告
诉他，它不只是一个简单的、形态
的变化，而是一种内在的，精神气
质的升级。

在4月6日晚的直播中，雷军对
新 logo 给予了回应。雷军称，最新
Logo 不仅从方形变圆形，字体、字
宽、字间距都进行了调整，颜色也进
行了调整，而且小米也因此有了字
母logo：“xiaomi”。

“3 年前我看到这个最新 Logo
之后，也不太习惯，但原研哉大师告
诉我看 7 天看习惯之后就好了，后
来看了 2 年，觉得挺好看的。这个
（最新）logo显得年轻、高级和时尚。

因此，（我们）又用了一年时间，做了
调整，进行发布。”

此前发布会上，雷军说：“小米
市场部从2017年就开始准备，找到
全球多家知名设计公司一起参与，
提出很多个方案……”足见他对新
logo的重视。

然而，当这个号称“品牌重大升
级”的标识出现在众人眼前时，大家
的想法是：就这？不就是方变圆，难
道是传说中“最高端的食材往往只
需要最朴素的烹饪方式”？

于是，网友们沸腾了。“雷军被
骗！小米请直接报警！”“给我200万
元，我可以做出 10 种形状……”有

“热心群众”发现，logo 样式只需手
动加上一行代码，便能轻松完成。紧
接着小米的新 logo 就被玩坏了，主
要用于各种检测视力。
综合每日经济新闻、中国基金报、

中国证券报

昨日的市
场，跟闹着玩儿
似的。上午沪指
下跌近 30 点，
但下午又慢慢
回升，最终只跌
了3个点。

指数走势看上去萎靡不振，但是
题材股的炒作，可谓是盛况空前。昨
日，沪深两市涨停个股超过100只，其
中包括 5 只 20CM 涨停的公司，还有
几只涨幅超过10%的公司。这种个股
大面积涨停的局面，比前一段时间有
过之而无不及。

更有意思的是，前期最牛的“妖
股”顺控发展，因为涨得太离谱了，被
停牌核查了。但“妖股”的炒作没有降
温，反而出现了更多的“妖股”。

除了顺控发展外，美邦服饰 9 连
板，中电电机7连板，泰坦股份已经6
连板，永茂泰、豫能控股5连板，银星
能源 4 连板，还有金发拉比连续三个
一字板。此外，还有中岩大地6连板，
华翔股份4连板等。

顺控发展停牌了，参与其中的人，
可能心里还是有些担忧，不知道复牌
之后会是什么走势。还有一点值得担
忧的是，顺控发展之后，如果炒作之风
得不到遏制，那么下一个被停牌的又
会是谁？

不过现在，感觉停牌似乎也无法
阻挡题材股的游资炒作了。现在这个
阶段，或许也正是题材股炒作的最佳
时期。

现在基本上找不到这些涨停股的
炒作逻辑，大概就是寻找低价股，寻找
超跌的底部个股，还有就是上市不久的
次新股。这些个股，总体市值不大，然后
要么是严重超跌的底部股，套牢盘都是
深度套牢；要么就是创新高的次新股，
主力拉起来都没有太大的压力。

还有一点，现在这个阶段，机构抱
团股依然没有什么太好的起色，那么
市场的主角就还将是以题材股炒作为
主。股市就是这样，只要不是熊市，要
么机构重仓的抱团股表演，要么题材
股表演。 （张道达）

深交所 6 日晚间发布《关于康得
新复合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终
止上市的公告》，称根据相关规定以及
深交所上市委员会的审核意见，决定
对康得新复合材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康得新”）股票实施重大违
法强制退市，公司股票终止上市。

根据公告，2021年4月14日起康
得新进入退市整理期，退市整理期届
满的次一交易日，深交所对公司股票
予以摘牌。

根据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
书》（〔2020〕71号）认定的事实，康得新
2015年至2018年披露的年度报告存在
虚假记载，追溯重述后公司2015年至
2018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以下简称“净利润”）连续为负值。

同时，因 2018 年、2019 年连续两
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无法
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康得新股票自
2020年7月10日起暂停上市。康得新
股票暂停上市后的首个年度报告
（2020年年度报告）显示，公司2020年
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
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期末净资
产均为负值，且公司财务会计报告被
出具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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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题材股炒作
盛况空前

深交所：
对康得新实施

重大违法强制退市

“坚决不造车”的滴滴
也要开始造车了？

4月6日晚间，有消息
称，滴滴开始启动造车项
目，负责人是滴滴副总裁、
小桔车服总经理杨峻。他
也 是 滴 滴 与 比 亚 迪
（002594.SZ）联名发布
定制网约车D1的首席产
品官。目前团队已经开始
从车厂挖人。有分析人士
认为，滴滴此举或为上市
估值铺路。

目前，滴滴造车的具
体形式和路径暂未可知。
截至红星资本局发稿，滴
滴方面并未对此事置评。

不过就在日前雷军的
造车“饭局”上，不光有李
斌、李想、何小鹏、王传福
等造车“局内人”，滴滴创
始人程维同样在台下就
座。业内猜测，滴滴或许早
已有造车的“野心”。

对于滴滴造车的传
闻，有网友质疑，滴滴作为
一个互联网平台公司，哪
里来的造车技术？

如果说，百度（9888.
HK；BIDU.NASDAQ）
造车靠的是AI技术，小米
造车靠智能生态链和“钞
能力”，那么在大众印象中
只是一家网约车平台公司
的滴滴，靠的是啥？

靠啥呢？
造车还需要有钱。小米10年要投100亿美元，

那么急于上市的滴滴有钱吗？
有业内专家认为，和不久前表示自己有 1080

亿元现金储备，所以要独立造车的小米不同，不那
么财大气粗的滴滴跨界造车，应该会采取更实际的
造车模式，即进一步深化与整车企业的合作，拉更
多伙伴一起造车，这会是不错的选择。

也就是说，滴滴大概率不会独立造车，而是将
选择一些车企代工，对方提供电动汽车平台，滴滴
提供自动驾驶系统和一些软件。

3月19日，有消息称，滴滴可能在今年第二季
度交表，第三季度在港交所完成上市，目标估值超
过600亿美元。

3月24日，有媒体报道称，滴滴出行倾向于选择
在美国上市，预期估值1000亿美元。另有消息称，滴滴
出行考虑在美国上市后，在港交所二次上市。

从600亿美元到1000亿美元，造车或将为滴滴
的估值打开更大的想象空间。

2017年12月，滴滴完成新一轮融资后，估值曾
达到560亿美元；2019年5月，作为占股滴滴15.4%
的股东，Uber上市时其招股书披露了滴滴当时的估
值为516亿美元；同年7月，上海联合产权交易所发
出公告，滴滴出行13.75万股股份挂牌转让，转让价
格仅按475.44亿美元估值计算。

滴滴急于上市，或与其现金流捉襟见肘有关。
事实上，滴滴烧钱和缺钱早已不是新闻。2019年，滴
滴创始人及董事长程维在内部表示，公司6年累计
亏损390亿元……

2020年，滴滴仍在疯狂烧钱，上线了花小猪、快
的新出租、橙心优选和青菜拼车，并力推主打快递
的滴滴跑腿与滴滴货运。

目标指向下沉市场的花小猪相较滴滴本体，实
现了10%到15%的资费减免。根据媒体爆料，滴滴网
约车去年盈利只有10亿美元，花小猪盈利可能性
不大。由于三线网约车的渗透率不高，花小猪需要
持续烧钱。

程维声称“不设上限”的社区团购也是烧钱的
大户。根据招商证券统计，目前社区团购最理想的
利润率仅有5%。虽然滴滴没有对外披露橙心优选
的盈利情况，但以社区团购为主的美团新业务板
块，在2020年第三季度财报中烧掉了20亿元人民
币。滴滴希望，3年内将橙心优选小店扩张到100万
家，这也要持续烧钱。

滴滴同城货运的利润率仅有5%-10%，在与货
拉拉、快狗打车贴身肉搏的过程中，滴滴同城货运
业务的盈利能力也是个问号。

2020年3月份，滴滴提出“0188计划”：每天服
务超过1亿单，国内全出行渗透率超过8%，全球服
务用户MAU（月活跃用户人数）超8亿。

要延续这个计划，滴滴亟待上市。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吴丹若

滴滴有什么？
自动驾驶1

小米造车有“钞能力”
滴滴造车有钱吗？2

小米首款汽车多少钱？
雷军：价格区间为10万-30万元

小米的Logo：
左边新，右边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