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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岭土蜂蜜
润肠去火，清肺润喉，排毒 ，自家蜂

蜜 98元 3斤，148元 5斤，全国包邮
电话同微 17302966862�欢迎咨询

声明·公告
●马翔四川大学报到证遗失作废
●成都皓博房地产开发有限责
任公司遗失四川航空广场地下
停车场备案证NO:10505附表及
备案通知，声明作废。
●欧阳东遗失位于南湖国际社
区-C区-15栋1301的房款收据，
开票时间：2010年11月14日， 编
号1048853， 金额23.4万元，声
明作废。
●四川宜电科技有限公司 （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00MA6
601NK6G）营业执照副本、公章
（编号5101095575642） 遗失，
声明作废。
●四川上链总库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营业执照副本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510104MA62DPQ
JX5）遗失作废。

遗失公告
成都美味时光餐饮有限公

司开户许可证， 开户银行：中
国银行成都双楠支行，核准号：
J6510117591701，账号：1199107
53871遗失作废。
●成都睿家高远物流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正副本 （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10104MA62L10P1J
）、 公章 （编号 ：5101040270
380）、 财务专用章 （编号 ：5
101040270381）、 蒲睿法人章
（ 编 号 ：5101040270382） 遗
失，声明作废。
●成都沐本源科技有限公司财
务专用章 （编号：5101060577
741）遗失作废。
●成都广播电视大学原财务负
责人李忠民印章 （印章编号：
5101085014766）遗失作废。
●深圳市起点在线教育科技有
限公司成都分公司公章编号51
01040263844遗失作废。
●蒲佳骏于2021年4月24日将
身份证遗失， 号码：511028xx
xxxxxx0314， 有 效 期 ：2012.
12.31-2022.12.31，特此声明。

●四川匠道生物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 （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10108MA6CG
PM632）遗失作废。
●成都市成华区双水碾街道办
事处将四川省行政事业单位资
金往来结算票据票号为：0507
758545、0507757590、050775
7263、0507758218、05077582
20、0507758231、0507758040
、0507757533、0507757601、
0507758512、0507758523、05
07758253、0507758242 的 票
据遗失作废，特此声明。
●成都天湖宾馆遗失成都特种
设备检验院开具的四川省政府
非税收入通用票据 （票据号07
1835480）声明作废。
●章璐身份证 (号51392119861
1152215)2021年4月23日遗失，
该日起非本人使用造成的后果
与本人无关，特此声明。
●蔚然身份证 （号码51010519
9309231041）2021年 1月 22日
于杭州市西溪国家湿地公园遗
失， 该日起非本人使用造成的
后果与本人无关，特此声明。

●成都东虹商业服务管理有限
公司开具给温江建军游乐服务
部的投标保证金收据0006550
号收据遗失作废。
●成都风之韵影业有限公司营
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91510100MA680RKW8H，广
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许可证正
副本， 许可证编号:（川） 字第
20189号，均遗失作废。
●成都市金牛区天回镇街道红
星社区居民委员会， 文永德法
人章（编号：5101060047457）、
许 莹 法 人 章 （ 编 号 ：51010
60047458）遗失作废。
●四川亿家兴门窗制造有限公
司营业执照正副本 （注册号：
510000000387583）、 公 章 （
编 号 ：5101009263303）、 财
务专用章 （编号 ：510100926
3304）、 阳廷福法人章 （编号：
5101009263306）遗失作废。
●成华区郭鸡片传味钵钵鸡餐
饮店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2510108MA65NMJU4
L）正本、公章（编号：510108525
9416）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成都市悦享之
家装饰有限公司
发票专用章（编号：
5101099961680）
遗失作废。
●四川省谪仙人
酒业有限公司 公
章编号：510116002
2624，遗失作废。
●郫县华宇汽修
服务部，发票专用
章编号510124503
8918遗失作废。
●锦江区宏伟灯饰经营部营业
执照正副本 （注册号51010460
0220049）遗失作废。
●青羊区未设计风景园林设计
工作室遗失成都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新光华支行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J6510149362501，账号
1001300000833047）声明作废
●青羊区无二风景园林设计工
作室遗失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新光华支行开户许可证 （核
准号J6510149338201，账号100
1300000833032）声明作废。

●成都航益商贸有限公司发票
专用章编号：5101045045134，
原法人叶林莉法人章编号：51
01045004639，均遗失作废。
●四川卓锦运业有限公司营业
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
10000675780068R） 副本 、公
章 （ 编 号 ：5101008038982）
均遗失，声明作废。
●青羊区善囿风景园林设计工
作室遗失成都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新光华支行开户许可证 （核
准号J6510149413901，账号100
1300000833362）声明作废。

●成都霸龙物流有限
公司黄小燕法人章编
号 ：5101225101493 遗
失作废。
●四川尽材成德科教有限公司
财务专用章（编号：5101050021
065）、 余长潭法人章 （编号：
5101050021066）遗失作废。
●成都方略舰科技有限责任公
司营业执照（注册号51010700
0100695）正副本、公章（编号：
5101003066311）、 财务专用章
（编号：5101003066312）、 敖泽
斌法人章（编号：510100306631
3）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成都市天章纸品有限责任公
司公章（编号：510100011326
7）、财务专用章（编号：5101000
113268）遗失，声明作废。
●成都森唯家具有限责任公司
公章编号5101225108349、财务
专用章编号5101225108350遗
失作废。
●成都经典蓝图科技有限公司
白欣法人章 （编号：51010753
91299）、 财务章 （编号 ：510
1009208350）遗失，声明作废。

●四川通信建设工程有限公司
原合同专用章 （上网编号：51
01090002294）遗失作废。
●成都优优三人行企业管理咨
询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 (编号:
5101095076593)遗失作废。
●成都慧养车汽车服务有限责
任公司原法人龙小军法人章（
编号5101120072255）遗失作废
●薛玉瑞（身份证号51010719
7612150109） 专业技术职务资
格证书（小学高级）遗失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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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A股市场迎来反
弹。周一沪指大涨超过50点之
后，指数窄幅震荡，最终沪指
周涨幅达1.39%，创业板指数
则强劲反弹7.59%，这也是2月
市场调整以来创业板单周最
大涨幅。

随着4月即将结束，上市
公司的年报、一季报都将披露
完毕，市场是否有望真正展开
一波上涨行情？

牛博士：达哥，你好，随着
4月即将结束，上市公司的年
报、一季报都将披露完毕。另
外，基金的一季报也于上周披
露完毕。随着上市公司和机构
纷纷交出“成绩单”，是否也有
一种大局已定，只欠东风的感
觉？

道达：股市的两大参与主
体，一个是上市公司，一个是
机构投资者，他们对市场的走
势确实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上市公司方面，大家更关
心的是一季报，尤其是龙头公
司的一季报。随着这些公司一
季报基本披露完毕，大家心里
也基本有数了。该爆雷的白马
股，基本上也暴露得差不多
了，跌得最惨的康弘药业，近
期也暂时止跌了。总体来说，
业绩因素对市场的困扰，也将
暂时告一段落。

另一方面，就是A股市场
最大的主力机构公募基金了，
他们在上周也披露了一季报，
如今市场纷纷都在抄基金的

作业，各大媒体也在总结顶流
基金经理重点增持的公司。这
里，主要说两点。

一个是今年春节后，市场
大幅调整，基金也从过热的状
态逐渐回归到正常状态。一季
度的披露，我比较关注股票基
金的仓位变化，是否有明显的
减仓。

从统计数据来看，偏股型
基金在三月末的股票仓位确
实有所下降，但下降并不多。
三月末，包括开放式和封闭式
在内的普通股票型基金和偏
股混合型基金的股票总仓位
达84.28%，比去年底下降了
3.26%。这个减仓幅度，我觉得
是可以接受的。

因为有一个因素不容忽
视，今年初，新发了很多新基
金，而刚刚发行完没多久，市
场就出现大跌，导致不少新发
基金变得比较谨慎，他们还不
敢迅速把股票仓位加上去，所
以也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偏股
基金总体仓位略有下降的情
况出现。但是，我觉得基金继
续维持很高的仓位运行，这也
提升了市场信心。

其次，基金在一季度加仓
最多的是银行和化工两大行
业。尤其是银行板块，在去年几
乎是没人愿意触碰的板块。此
外，钢铁、煤炭等行业，也都被
基金增持。这几大周期性板块，
有望成为二季度引领市场进一
步走强的重要砝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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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月 25 日 ，长 城 汽 车
（601633.SH）公告称，媒体刊
登报道提及长城汽车股份有
限公司受芯片供应短缺影响，
长城汽车遭遇产能瓶颈，5、6
月重庆永川、徐水两大生产基
地面临停产，波及包括哈弗
H6、长城炮、坦克300等在内
的多款热门车型。

长城汽车经核实，上述新
闻报道并不属实。公司重庆、
徐水两大生产基地并无停产
计划，长城汽车目前面临着芯
片供应紧张的情况，工厂生产
受到一定程度影响，但均未停
产。针对芯片市场供应紧张的
情况，公司正在主动采取多种
措施积极应对，包括在全球范
围内积极采购芯片、加强供应
链管理等方式，来缓解芯片供
应紧张带来的影响。

长城汽车的工厂产能确
实受到一定影响。红星资本局
从多家4S店获悉，长城旗下的
多款热门车型均没有现车，客
户提车需等待数月，具体交付
时间不确定。

目前全球多家车企因缺

芯停产、减产。业内认为，芯片
短缺问题很难在短期内得到
解决。

长城汽车已经着手解决
芯片问题。

今年2月中旬，长城汽车
战略投资国内知名汽车智能
芯片创业公司——地平线，正
式进军芯片产业。双方可能还
将在高级辅助驾驶（ADAS）、
高级别自动驾驶、智能座舱等
方向展开重点合作。

长城汽车表示，通过战
略投资、战略合作及自主研
发等形式，公司将把智能化
领域多年的技术积淀与地平
线领先的汽车智能芯片、算
法相结合，以共建智能网联
生态及产业化发展为目标，
形成强强联合的矩阵，加速
推进长城汽车在芯片产业的
纵深探索，加快长城汽车推
进向全球化科技出行公司转
型的战略步伐。

但这项战略合作才刚刚
开始，距离车芯片量产还有很
长一段时间。 成都商报-红
星新闻记者 吴丹若

公司营收和净利润连年增长
亲家们帮衬不多

回过头来看看八马茶叶本身的
业务。

顾名思义，八马茶叶主要做的就
是茶，以及相关产品的研发设计、标
准输出和品牌零售业务。

从2018年到2020年，八马茶叶的
营收分别为7.19亿元、10.23亿元和
12.47亿元；净利润分别为4810万元、
9088万元和1.16亿元。

在营收和净利润连年增长的背
后，八马茶叶的亲家们似乎并没有帮
衬太多。

招股书显示，八马茶叶向安踏及
其关联公司销售的茶叶及相关产品，
2018年卖了5.52万元，2020年卖了
5.31万元。

至于2019年为什么断了一年，这
我们就不知道了。我们只知道，根据
婚介公司的微博，王焜恒（八马茶叶）
和丁斯晴（安踏）的婚礼应该是在
2020年1月办的。

再来看看七匹狼，八马茶叶共
向其卖了14.46万元的茶叶及相关
产品。其中，2018年卖了4.94万元，
2019年卖了0.34万元，2020年卖了
9.18万元。

加盟商贡献营收占比加大
能争抢到

“茶叶第一股”吗？

在亲家们没有帮衬太多的情况
下，八马茶叶是怎么做到营收和净利
润都连年增长的？

红星资本局注意到，八马茶叶近
年来逐步建立了“直营+加盟”、“线
上+线下”的全渠道销售体系，加盟模
式已经成为其进行渠道拓展的重要
一环。

招股书披露，截至报告期末，八
马茶叶的门店数量超过2000家，其中
直营店只有366家。从2018年到2020
年，八马茶叶通过线下加盟模式获得
的营收分别为2.93亿元、4.80亿元以
及5.95亿元，占主营业务收入的比例
分别为41.12%、47.44%及48.07%，占
比较高且呈逐年上升趋势。

八马茶叶也列出了加盟模式可
能带来的风险：如果重要加盟商发生
变动、违反合同、不理解品牌理念和
发展目标等情况，将会对其经营业绩
及品牌形象造成不利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八马茶叶
外，正在排队IPO的中国茶叶股份有
限公司、普洱澜沧古茶股份有限公司，
也有望争夺“茶叶第一股”的头衔。

“茶叶第一股”究竟会花落谁家？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杨佩雯

哈啰出行有望成为“共享单车第一
股”。

4月24日，哈啰出行在美递交招股
书，拟于纳斯达克上市，瑞信、摩根士丹
利及中金公司为联席保荐人。

招股书显示，近三年来，哈啰出行
亏损逐步收窄。2018、2019、2020年度，
哈啰出行的营业收入分别为21.14亿、
48.23亿、60.44亿元人民币，相应的亏
损分别为22.08亿、15.05亿、11.34亿元
人民币。

主营业务方面，2020年，哈啰两轮
车业务营收为5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21.1%；顺风车服务营收4.6亿元人民
币，同比增长131.2%，顺风车业务正在
成为哈啰出行的新引擎。

哈啰出行同时披露了公司存在的
风险。招股书中称，哈啰出行是在一个
快速发展的市场中运作，如果这种市场
不继续增长，公司的业务、财务状况和
运营结果将受到重大和不利影响。此
外，哈啰出行的本地服务，特别是共享

的两轮车服务和拼车市场受到高度监
管，如果监管部门对现有法规进行修订
或采取新的法规，公司也会受到影响。

共享经济发展至今，共享单车和电
动车逐渐变成巨头们的流量入口，承载
着的更多的是生态战略意义。其中，共
享电动车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从市场规模看，据易观《中国共享
两轮车市场专题分析2020》报告显示，
共享电单车行业2019年整体交易规模
实现41.68亿元，同比增长60%。预计

2020-2021年中国共享电单车领域，在
新国标政策推动市场车辆更替、市场玩
家加速电单车车辆规模化投放以达到
市场占位目的等因素助推下，共享电单
车市场交易规模将突破百亿元。

在互联网巨头们争相投入的本地
生活消费中，最后一公里的物流和出行
依然具有重要意义，共享电单车作为公
共交通的补足部分，连接着高频率的消
费场景，是不可割让的阵地。成都商报-
红星新闻记者 许媛 实习记者 谢雨桐

长城澄清：
芯片供应紧张但无停产计划

一份八马茶叶招股书

牵出“富豪姻亲圈”
安踏、七匹狼都是亲家

哈啰出行在美递交招股书

共享单车第一股要来了！

有人凭一己之力，生生把股市
变成了可以唠家长里短的场所。

近日，八马茶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八马茶叶”）提交了招股
说明书。红星资本局发现，作为一家
家族企业，八马茶叶和多家上市公
司都有姻亲关系。

如果要用一句话来说明，那大
约就是——我掌管的公司即将上
市，我儿子的岳父掌管着一家上市
公司，我女儿的公公掌管着3家上
市公司，还有一个女儿的丈夫也掌
管着一家大公司。

从七匹狼（002029.SZ）到安
踏体育（02020.HK），八马茶叶的
亲家一个比一个厉害。

大局已定，迎接反弹？
——道达对话牛博士

真正的
“抱团股”

八马茶叶可以说是一家家族企业，目前是由王家三兄弟来掌控，分别
是王文彬、王文礼和王文超。其中，大哥和二哥的妻子也成为了八马茶叶的
实际控制人中的一员。

不过今天，我们的重点还是放在王家大哥——王文彬的身上。
王文彬，现年54岁，他和他的配偶陈雅静（52岁）两人共持有八马茶叶

32.94%的股份，是三兄弟里持股最多的一家。
从招股书披露的情况来看，王文彬和陈雅静两人至少有一个儿子、两

个女儿，并且，他们的结婚对象都是大公司掌权人的女儿或儿子。

儿子娶了安踏“千金”

先从他们的儿子王焜恒开始
说起。王焜恒的妻子是丁斯晴，他
的岳父是丁世忠，也就是安踏体
育的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
以4月23日的收盘价计算，安踏体
育的总市值为3719亿港元。

在2020年1月，一家疑似承办
了王焜恒和丁斯晴婚礼的婚礼策
划公司官方微博@诺丁山婚礼企
划-NottingHill，放出了大量婚礼
现场的照片。“恭祝安踏集团公主
&八马茶叶王子大婚。”据该婚礼
策划公司微博，两人的婚礼以“晴
霁之恒”为名。

当时，这场婚礼在互联网上引
起了小范围的轰动。有网友评论
称，现在相信了小说里写的情节真
的有可能在现实生活里发生。

目前，王焜恒和丁斯晴两人
应该都在各自的家族企业中工
作。今年1月，公众号“八马动态”
曾发布文章提到过王焜恒，他担
任八马茶叶创新事业部总经理。

而丁斯晴主要在投资方面活
跃。红星资本局通过天眼查APP发
现，丁斯晴目前是福建安踏投资
有限公司的股东兼监事，持股
50%；在她的名下，还持有另外两
家投资类公司的股份。

一女儿嫁给七匹狼实控人之子

说完了王焜恒，再来看看
他的两个姐妹。

先说王佳琳，她的丈夫是
周士渊，周士渊的父亲是周永
伟，也就是七匹狼的董事，也是
实际控制人之一，同时还是福
建七匹狼集团有限公司的董事
局主席。

此外，周永伟还是汇鑫
小 贷（01577.HK）的 执 行 董
事 ，刚 卸 任 董 事 长 3 个 多 月
的 时 间 ；而 且 ，他 还 是 百 应
控股（08525.HK）的控股股东
之一。

以 4 月 23 日 的 收 盘 价
来 计 算 ，七 匹 狼 的 总 市 值
约 为 43 亿 元 ，汇 鑫 小 贷 和
百 应 控 股 的 总 市 值 不 到 9
亿港元。

据 百 应 控 股 的 财 报 披
露，周士渊目前已经担任了
该公司的执行董事及董事会
主席，负责该公司的战略规
划、整体运营以及董事会的
管理。

不过，网络上能找到关于
王佳琳的信息并不多，就连公
众号“八马动态”也从未提起过
王佳琳。

一女儿嫁给了高力控股的实控人

除了王焜恒和王佳琳外，还有
另一个王佳佳。

王佳佳的状况和王佳琳相似，
几乎找不到关于她们本人的工作
动态。王佳佳的丈夫是高力，控股
了高力集团控股有限公司及其关
联企业。

高力控股官网显示，其由董事
长高仕军1995年创立，是城市综合
产业运营商，业务涵盖地产、能源、
商业、教育、资本五大领域，总部位
于江苏省南京市。

而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
统则显示，高力为高力控股董事
长，高仕军为总经理。高力控股的
注册资本为20亿元，此前高仕军
及 妻 子 何 虹 分 别 持 股 93.4% 及
6.6%。2020年3月及4月，高力入股
而何虹退出。截至2020年5月14
日，高力及高仕军的持股比例分
别为51%、49%。

一儿两女的婚姻，让八马茶叶
多了四家上市公司作为亲家。在招
股书披露以后，有股民感慨，这才
是真正的“抱团股”。

不算还未上市的八马茶叶，
仅安踏体育、七匹狼、汇鑫小贷
和百应控股的总市值已经超过
3000亿元。

图据八马茶叶官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