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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台又一子公司将谋求IPO
拟3至4年完成

原本以为昨日
的开门红稳了，结
果 沪 指 小 跌 5.58
点，创业板指数跌
幅 较 大 ，跌 幅 达
2.48%，盘中最大跌

幅一度超过4%。
昨日A股疫苗板块集体大跌。其中，康

希诺、沃森生物跌幅都超过10%。沃森生物
盘中跌幅一度高达15%，复星医药A股跌停，
复星医药H股跌幅一度达到25%。另外智飞
生物、华兰生物等疫苗股均出现大幅下跌。

疫苗股的大跌，同时也拖累了其他医
药股的大跌，比如药明康德、长春高新、贝
达药业等都有较大跌幅。

其他方面，昨日钢铁、煤炭、有色、航
运等周期股表现出色，另外银行股也大面
积反弹，这也是沪指没怎么下跌的原因。

不过，创业板指数下跌了2.48%，因为
创业板的权重股表现都很差，迈瑞医疗、
智飞生物、泰格医药、沃森生物等，都是创
业板里权重排名靠前的公司。

最后，尽管昨日的5月开门红被搅黄了，
但达哥对5月行情依然不悲观。 （张道达）

2013年，茅台集团就曾对外宣布，未来5
年拟推动贵州茅台以外的4家子公司上市。
其中就包括：茅台保健酒、中国贵州茅台酒
厂（集团）文化旅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茅台旅游公司”）、贵州茅台酒厂（集团）物
流园区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茅台物流
公司”）以及习酒。

不过，这4家子公司迄今均未上市。
对此，白酒行业分析师蔡学飞告诉红星

资本局，上述几家子公司中，除了习酒与茅
台酒产品重叠度较高并存在同业竞争问题
外，其他两家子公司基本都是细分市场的重
要品牌。“由于拥有茅台的强大母品牌背书，
其业绩表现都比较好，只要符合上市规则，
应该说都有上市机会。”

不过，白酒营销专家肖竹青、白酒行业
资深从业人员张国营却认为，习酒公司从业
务规模、业务独立性等方面均优于茅台葡萄
酒及保健酒公司，“一旦习水县强力推进习
酒公司与茅台集团剥离，其单独上市的可能
性就非常大。”

酒水行业观察者欧阳千里认为，此轮茅台
子公司谋求上市，或许与“乡村振兴”有关，“独
立于茅台主营业务的子公司上市，有利于茅台
集团健康发展，也有利于子公司的未来规划。”

此外，蔡学飞认为，茅台早就表示力
争在2025年将茅台集团打造成世界500
强企业，这就要求企业内部管理需要大
幅提升。“推动这些子公司上市，一方面
有利于规范子公司运营，维护茅台主品
牌形象；另一方面，可以促进这些子品牌
独立发展，从而为茅台集团寻找新的业
绩增长点，为茅台集团的持续增长提供
新的驱动力。”

不过，在欧阳千里看来，“如果子公司上
市了，对于茅台的股民而言，反对声音或将
较大，毕竟这可能稀释贵州茅台的市值。”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李伟铭 李晨

5月6日，红星资本局获悉，2021年第
一季度，全球汽车市场实现112.8万辆新
能源汽车销量。特斯拉Model 3以126716
辆的销量重登榜首；五菱宏光Mini EV以
96674辆的销量位列第二；第三是特斯拉
Model Y，销量为56064辆；第四名是比亚
迪汉EV，销量为21354辆；第五名是长城
欧拉黑猫，销量为19188辆。

可以看到，除了特斯拉之外，全球新
能源汽车销量前五的都是中国品牌。

排名6至10的分别为日产NISSAN
LEAF、广汽埃安S、现代Kona EV、沃尔沃
XC60 PHEV、奥迪e-Tron。

此外，理想ONE排名第14、奇瑞EQ排
名第15，共有6个中国品牌进入排行榜前20。

排行榜前20的品牌，占据了一季度全
球34%的新能源汽车销量。其中，前五名占
比达29%，而前三名五菱宏光Mini EV与
特斯拉两个品牌占25%。

特斯拉品牌两个爆款车型的总销量，
在一季度全球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达
16%。2020年，特斯拉累计销量达49.95万
辆，占比15.99%。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吴丹若

5月6日，红星资本局通过天眼查APP
发现，从4月23日到5月2日，字节跳动（中
国）董事长张利东接连退出11家和字节跳
动关联的公司，不再担任法定代表人、经
理或执行董事等职务。

这些公司包括北京巨量引擎网络技
术有限公司、北京量子跃动科技有限公
司、北京火山互娱科技有限公司、北京拍
拍看看科技有限公司以及北京光锥之外
科技有限公司等。

天眼查APP显示，这些公司多是由字
节跳动直接或间接100%持股的，疑似实际
控制人多为张一鸣。

在进入字节跳动前，张利东曾在媒体
工作。公开资料显示，张利东是在2013年
加入字节跳动，担任字节跳动合伙人、高
级副总裁，全面负责商业化相关业务。

据中国新闻网报道，字节跳动过去几
年的多个新兴业务，穿山甲、懂车帝、幸福
里以及部分休闲小游戏，都是张利东在内
部推动孵化的。

今年3月12日，张利东出任字节跳动
（中国）董事长，作为中国职能总负责人，
全面协调公司运营，包括字节跳动中国的
战略、商业化、战略合作伙伴建设、法务、
公共事务、公共关系、财务和人力。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杨佩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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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售·招标
房屋招租

现西体路2号、 灯笼街152
、154号、绿杨路177号、东坡北
三路566号、 太升北路13号、苏
坡中路57号、抚琴西路6号等28
宗商铺现公开招租， 有意者请
联系成都市泰恒置业有限公
司。联系人：邵老师、游老师，联
系 电 话 ：028 -83222280、
83225829

物业服务招标公告
招标人：凤凰山1号业主大会
招标项目：凤凰山1号
报名时间：2021年5月7日、8日、
10日
地址： 武侯区桐梓林路4号欧
城商业5楼
联 系 人 及 电 话 ： 陈 先 生
18482350431

声明·公告
●张大忠身份证（5322241973
03224511）于2021年5月2日遗失
●四川省琨润锐胜商贸有限责
任公司发票专用章 （编号：51
01079979307）遗失作废。
●四川耀诚鑫瑞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财务专用章 （编号：5101
055133383）遗失作废。

公 告
各位业主：

我公司在新津区花源街道
杨柳村2、5组修建的天府兰台
雅园三期项目于4月份竣工，
现已进入规划核实公示阶段，
公示内容张贴于项目大门处，
公示时间2021年5月7日9:00
至2021年5月14日9:00。

特此公告。
成都新隆置业有限公司

2021年5月7日
●四川耀诚鑫瑞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原法人胡忠政法人章 （编
号：5101055133384）遗失作废
●遗失声明： 成都市锦江区童
星幼儿园公章 （编号：510104
0004045）遗失作废。
●本人朱洲岷不慎遗失武汉大
本营商业管理有限公司成都分
公司收据壹张， 收据内容：装
修保证金， 收据号：FYM-028-
KH00176505，收据金额：贰万
元整， 开票时间：2020年9月2
9日。遗失作废，特此声明。
●成都势竹广告有限公司公章
（编号：5101079975164）营业执
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07MA62LA220H） 遗失
作废。

通 知
谯坤： 本店于2021年5月3

日通知你， 在规定时间内至今
没有回应领取资料。 根据本店
管理规定， 本店已经与你解除
劳动关系。 现公告如下： 本店
已与你解除劳动合同关系。离
岗期间所发生的一切事务均与
本店无关。 锦江区食乐
坊餐饮店 2021年5月7日
●四川川御酒业有限责任公司
赵中华法人章编号：51010650
68079， 财 务 专 用 章 编 号 ：
5101008965749均遗失作废。
●金牛区鑫隆鑫轴承经营部公
章编号5101009047891遗失作废
●成都市东信农畜产品加工厂公
章编号5101008377532遗失作废
●四川凯秦赢天商贸有限公司
秦军法人章 （编号：51010401
68756） 财务专用章 （编号：
5101040168754） 营业执照副
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1
04MA6B3CNL5U）均遗失作废
●成都白河渔港餐饮管理有限
公司遗失公章网号5101225164
055； 财务专用章网号5101225
164056； 发票专用章网号5101
225164057； 郑德强法人章网
号5101225164058均声明作废

●上海丹正国际货运代理有
限公司四川分公司谢欧负责
人章 （编号：5101095413243）
遗失作废。
●成都亦末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财务专用章 （编号：51010952
32180）遗失作废。
●四川盛世发平机械设备租赁
有限公司公章 （编号：510116
0014040）遗失作废。
●成都市天巴科技有限公司饶
德华法人章 （编号：51010899
04083）遗失作废。
●成都味蜀江枫餐饮管理有限
公司公章（编号：510107517352
0）遗失作废。
●郫都区华生蔬菜经营部公章
（编号：5101245068643）、财务
专用章（编号：510124506864
4）、谢伟法人章（编号51012450
68645）遗失，声明作废。
●四川省青稞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公章 （编号：510100937407
0）、 财务专用章 （编号 ：510
1009374072）、发票专用章（编
号：5101055138216）、余海涛法
人章 （编号：5101009374074）
遗失，声明作废。
●王钟桦遗失身份证, 身份证号
511102199608082017声明作废

●四川饮达商贸有限公
司公章 （编号：5101245
037810）遗失作废。
●成都博弈物流有限公
司发票专用章编号5101
259023462遗失作废。
●四川唯艾弗美容美发
有限公司，公章（编号51
01100110625）遗失作废
●成都市宏岸投资有限
公司，公章（编号：51012
45009703）遗失作废。
●袁瑶(身份证号510111196905
060369)购买“保利大都汇”11幢
1单元6层20号房屋, 购房合同
(备案号580902)遗失,特此声明
●四川北辰四通实业有限公司
法人范春法人章 （编号：5101
099957760）遗失作废。
●成都万盛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王树明法人章（编号:510100
3024948）遗失，特此声明作废
●成都鑫红桥房地产经纪有限
公司发票专用章 （编号：5101
045043669）遗失作废。
●成都雅木居房地产经纪有限
公司营业执照（注册号：510106
000132698）正副本、公章（编
号：5101008272891）不慎遗失，
声明作废。

●四川领鲜冷藏物流有限公司
， 原法人张敏法人章 （编号：
5101085049844）遗失作废。
●成都创行广告有限公司财务
专用章编号5101008984622，
方志军法人章编号5101008984
623，遗失作废。
●成都市博亿汇通商贸有限公
司， 公章 （编号：5101069902
094）遗失作废。
●成都武侯区壹缕曙光大药房
营业执照正副本 （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 ：92510107L3065901X
U）遗失，声明作废。
●四川万游互动科技有限公司
， 原法人李茂法人章编号5101
100151281， 财务专用章编号
5101100151279，遗失作废。

●简阳市石盘镇机关工会公章
（编号：5101850005411）不慎遗
失，声明作废。
●聚合汇众金融服务外包成都
有限公司但伟法人章 （编号51
01055119153）遗失，声明作废。
●四川金宏泰汽车贸易有限公
司公章编号：5101009539177、
财务专用章编号：51010095391
78、发票专用章编号：51010095
41725、赵勇法人章编号510107
5165849遗失，声明作废。
●四川宏宜行汽车销售服务有
限公司公章编号：5101075466
227、财务专用章编号：5101075
466228、发票专用章编号51010
75466229、 王杰法人章编号：
5101075606378遗失作废。

●成都时光当铺酒店管理有限
公司遗失财务章及法人朱海涛
私章，声明作废。
●成都悦之家房地产经纪有限
公司财务专用章（编号：510107
5412181）、楚莉莉私章（编号：
5101075412182）遗失作废。
●成都市双流区东升街道广都
社区居民委员会原会计郑永焱
会计章（编号：5101225026781）
遗失作废。
●四川省宏源防水工程有限公
司, 何金龙法人章编号：51010
03049794，公章编号51010000
42706均遗失作废。

迁坟启事
原龙泉驿区平安乡红砂

坡村10组周家院门，周承才父
母坟。因国家征占，急需迁坟，
请周承才的有关亲戚 （小名：
小弟娃、朱建忠、朱慧如）见报
后速与周光见（小名：大光，联
系电话：13980021785）、 周光
志 （小名： 小光， 联系电话：
13980865999）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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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开门红“黄”了

张利东10天接连退出
11家字节跳动关联公司

全球新能源车销量最新排行榜：

前五除了特斯拉
其余都是中国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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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多 元 一 股 的 贵 州 茅 台
（600519.SH），买一手都需要20多万，
如果贵州茅台集团有子公司将要上市，
你是否会去抢购呢？

红星资本局注意到，继2013年茅台
集团欲推习酒、茅台保健酒、茅台旅游公
司、茅台物流公司上市未果之后，茅台集团
的子公司茅台葡萄酒发布了上市时间表。

另外，虽然习酒公司声称“没有上市
规划”，但“以上级安排为准”的回复，仍
然令人浮想联翩。

对此，有业内专家在接受红星资本
局采访时认为，茅台子公司上市，一方面
利于自身在行业内精耕细作，另一方面
也利于茅台集团在2025年前尽快打造
成世界500强企业。不过，也有专家认
为，子公司上市可能稀释贵州茅台的市
值，或将引来股民较大的反对声。

红星资本局注意到，贵州茅
台酒厂（集团）昌黎葡萄酒业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茅台葡萄
酒”）官网一篇文章中晒出了“上
市时间表”。

该文章指出，2021年是茅台
葡萄酒发展新征程的开局之年。
立足于过去三年的发展基础，茅
台葡萄酒对未来五年提出了更
高的发展目标：产品实现销量领
先，品牌成为行业主流，企业做
到A股主板上市。

文章中，该公司党委书记、
董事长司徒军透露，目前，该
公司已经着手进行股权改造。

“茅台葡萄酒的上市对中国葡
萄酒来说不仅是增加一个强
有力的上市公司，更是让更多

业内人士分享到茅台葡萄酒
的发展红利。”

同 时 ，该 公 司 党 委 副 书
记、总经理范雪梅具体给出了

“时间表”：在3—4年时间里，
实现茅台葡萄酒主板上市，通
过上市，实现股权改革，整合
优势资源，实现茅台葡萄酒高
质量发展。

官网显示，该公司于2002
年7月组建成立，是茅台集团
投资在贵州省外的一家国有
控股企业。公司位于河北省昌
黎 县 ，生 产 公 司 占 地 面 积
36512.2平方米；拥有设备先进
的 现 代 化 发 酵 站 ，占 地 面 积
19622.91平方米，并拥有5000
亩标准化葡萄种植基地。官网

指出，该公司年原酒发酵能力
1.2万吨，成品酒生产能力1万
吨，总资产4.15亿元。

天眼查APP显示，贵州茅台
酒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茅台集团”）持股比例为
89.26%。

公开资料显示，2018年，茅
台葡萄酒实现扭亏为盈；2019
年，茅台葡萄酒全年销售收入同
比增长39.5%，利润同比增长
167%；2020年，茅台葡萄酒全年
销售收入同比增长23%，利润同
比增长39.7%，连续三年保持较
高的增长势头。

除了茅台葡萄酒公司提
出上市计划外，包括保健酒业
公司、习酒两家子公司也曾提

出上市。
早在 2018 年，贵州茅台酒

厂（集团）保健酒业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茅台保健酒”）就提出了
上市计划。

红星资本局在其官网上搜
索发现，2018年3月19日，其官
网刊发的一篇文章指出，茅台保
健酒业公司将力争在2022年实
现主板上市。不过，从2018年至
今，关于保健酒业公司上市的计
划在其官网暂未发现。其提出的
目标距今只剩一年，也未见其最
新动态。

另外，关于贵州茅台酒厂
（集团）习酒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习酒”）上市也曾几度搁
浅，至今仍无定论。

这些车辆紧急召回
保时捷、奔驰、比亚迪车主注意了！

近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
总局发布汽车召回公告，涉及
保时捷、奔驰、比亚迪等品牌
的有缺陷车辆。

车主们来看有没有自己
的座驾。

茅台葡萄酒晒上市计划 拟3至4年完成

专家：
均有上市机会

或将引来股民反对

■■ 保时捷保时捷：：
召回部分进口Boxster、

Macan系列汽车

一、自5月10日起，召回1月11
日至2月25日期间生产的89辆进口
2021款Macan（迈凯）系列汽车。

导致召回的安全隐患：位于前
悬架和后悬架减震器上的紧固螺
栓在车辆制造过程中没有按规定
的力矩拧紧，在车辆正常使用的情
况下上述紧固螺栓松动会影响车
辆的操控性，极端情况下可能导致
车辆失控并损坏车辆的制动系统。

公司将为召回范围内的车辆
免费检查并更换位于前悬架和后
悬架减震器上的紧固螺栓，同时确
保紧固螺栓按照规定的力矩安装。

二、自4月30日起，召回2020年
3月2日生产的1辆进口2020款Box-

ster系列汽车。
导致召回的安全隐患：后桥右

侧驱动轴和轮毂之间的防松螺母
在车辆制造过程中可能没有按规
定的力矩拧紧。在车辆正常使用的
情况下，上述螺母可能松动并且会
影响车辆的操控性。

公司将为召回的车辆免费更
换后桥右侧驱动轴和防松螺母，同
时确保防松螺母按照规定的力矩
安装。

■■ 奔驰奔驰：：
召回部分进口及国产汽车

一、自4月30日起，扩大召回生
产日期在2005年12月12日至2006年9
月14日期间的部分进口和国产C级、
CLK、CLS、E级车辆，共计390辆。

导致召回的安全隐患：由于供
应商生产偏差，滑动天窗的玻璃面
板和天窗框架之间的黏合可能不
符合规格。在这种情况下，粘接的
性能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
减弱，无法确保粘接的特定耐久性
要求，造成天窗玻璃面板可能会与
车辆分离，增加发生事故或对其他
道路使用者造成伤害的风险。

公司将通过授权服务中心，为
受影响车辆检查天窗的生产日期
以及天窗玻璃面板的黏合力，如黏
合力不符合要求则更换滑动天窗。

二、自6月18日起召回生产日
期在2020年9月25日至2020年10月
10日期间的部分国产长轴距E级汽
车，共计1047辆。

导致召回的安全隐患：由于供
应商生产偏差，后排中央扶手的固
定螺栓可能断裂，扶手连接处或将
存在声响或松动的情况。若车辆发
生碰撞，扶手存在松脱的可能。

公司将通过授权经销商为受
影响车辆更换后扶手的螺栓，必要
时检查并更换扶手。

■■ 奔驰奔驰：：
召回部分进口A级、B级、

CLA、GLA车辆
一、自4月30日起，召回生产日

期在2019年8月26日至2019年9月27
日期间的168辆进口A级和B级车辆。

导致召回的安全隐患：由于零
件供应商的生产偏差，车辆的空调
冷凝水管可能发生堵塞。造成空调
的冷凝水可能进入驾驶员和乘客
席以及中央通道，会腐蚀和/或导
致安装在该区域的电气部件短路。
这或将导致SRS控制单元可能出现
故障、车辆可能无法启动、发动机
跛行回家模式可能在行驶过程中
被激活，其他功能（如燃油泵、自
动/手动紧急呼叫）也可能受影响。

公司将通过授权经销商为召回

范围内的车辆免费检查空调冷凝水
排水管，如发现水管堵塞则更换带
有合格泠凝水管的空调壳体。

二、自6月25日起，召回生产日
期在2016年11月30日至2017年2月
24日期间的4898辆进口A级、B级、
CLA、GLA车辆。

导致召回的安全隐患：由于供
应商的生产设备偏差，车辆转向轴
万向节上用于固定轴承的孔尺寸
偏大，导致轴承和孔壁之间产生间
隙，车辆长期使用后会加大间隙，
造成车辆转向异响或转向不精确。
如果较长时间忽略上述异常而继
续使用车辆，轴承可能会与万向节
分离，影响车辆的转向功能，增加
车辆发生碰撞的风险。

公司将为召回范围内车辆检
查转向轴的生产信息，如果在受影
响范围内则免费更换转向轴。

■■ 比亚迪比亚迪：：
召回部分e5、宋DM电动汽车

自4月30日起，召回2017年2月16
日至2019年3月24日生产的21095辆
e5汽车；召回2017年4月5日至2018年
7月15日生产的1486辆宋DM汽车。

导致召回的安全隐患：由于车
载终端在某些充电工况下存在可
用于预警的数据更新不及时的情
况，不利于通过远程数据平台及时

发现车辆部分参数的变化，导致对
可能存在的安全风险不能通过远
程数据平台及时预警。

公司将委托授权经销商为召
回范围内的车辆免费升级车载终
端软件。

中车中车：：
召回TEG6106BEV汽车

自4月30日起，召回2018年6月
1日至2018年6月29日期间生产的
15辆TEG6106BEV车型。

导致召回的安全隐患：由于动
力电池电芯早期失效，BMS控制未
达到预期效果，存在电芯过放或短
路风险，可能引发电池热失控。

公司将对召回范围内的车辆
更换其他品牌电池和BMS。

上述车企将以挂号信等形式
通知相关车主。用户可登录各大车
企的官方网站或拨打客服热线了
解详情。此外，也可登录网站dpac.
samr.gov.cn、www.recall.org.cn，关
注微信公众号（SAMRDPAC），了
解 更 多 信
息 ，反 映 缺
陷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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