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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报道，国泰君安研究
所所长黄燕铭23日在微博上
发声，“横盘不长久，挑战四
千点”。

看样子，黄燕铭确实比
较乐观。他将上证指数看到
4000点，第一个理由是，大
盘在3300点~3500点横盘了
近3个月，往后看，震荡行情
还将延续但不会长久，后面
将是震荡后的拉升。另外，A
股市场蛰伏了6年，所以有
望挑战4000点。

我看了一下他近期的观
点，5月1日，黄燕铭曾经发微
博判断，大盘将在3300点~
3700点横盘震荡。如今，3500
点还没有形成有效突破，很
显然，他的态度已经更加乐
观了，看到了4000点。

那么，这个挑战4000点
的看法，到底靠谱吗？黄燕铭
的名气确实还是不小，毕竟
是国泰君安的研究所所长，
但到底看得准不准，那就不
好说了。

当然，我们也不可能去
强求黄所长能够精准地看对
指数点位，毕竟这个难度很
大，我自己也看不准，但总觉
得，4000点的目标，是不是有
点过于乐观了？

历史上，上证指数只有

两次站上过4000点，一次是
2007年的大牛市，一次是
2015年的大牛市。而这两次
大牛市，都是全面牛市。

因为上证指数是综合指
数，反应的是沪市所有股票
的走势，所以上证指数要上
4000点，那真的可能需要一
轮全面牛市来推动。但现在，
基本上还是一个结构性牛
市，创业板指数明显要强得
多。要想出现全面牛市，个人
觉得难度还是比较大。

另外，今年下半年，市场
可能还面临一些不确定性因
素，其中最大的困惑，就是货
币环境会不会发生变化，还
有就是海外的通胀。

基本上可以确定的是，
随着新冠疫苗的普及，美国
疫情正在逐渐得到较好的控
制，美国经济复苏的预期很
高。在这种背景下，美国率先
结束宽松货币政策的概率是
很高的。那么，我们国内会如
何应对新的环境，这是影响
下半年市场收益预期的重要
因素。

所以，接下来，我觉得
还是没有必要太在意上证
指数点位的高低，老老实实
做好结构性行情，可能会更
加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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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24日，快手（01024.
HK）发布了2021年第一季度
未经审计财务报告。

财报显示，快手第一季
度营收为人民币170.19亿
元，同比增长36.6%；经营亏
损 72.92 亿 元 ，同 比 扩 大
45.1% ；期 内 亏 损 577.51 亿
元，同比扩大89.4%；调整后
净亏损为49.18亿元，同比扩
大13.2%。

营收构成方面，快手线
上营销服务收入由2020年
同期的33亿元增加161.5%，
至2021年第一季度的86亿
元，对总收入贡献首次过
半。财报透露，主要是由于
用户群体扩大，吸引了更多
线上营销客户，以及凭借人
工智能和大数据实力提升
线上营销服务的有效性。

快手的另一大核心业
务直播业务收入，由2020年
同期的90亿元减少19.5%，至
2021年第一季度的73亿元，
这主要是由于直播平均月
付费用户数由2020年同期的
6700万变为2021年第一季度
的5200万。

在用户方面，第一季度
快手中国应用程序及小程
序的平均日活跃用户达到
3.792亿，同比增长26.4%，环
比增长20.0%。快手主应用

上，平均日活跃用户及平均
月活跃用户分别达到2.953
亿及5.198亿，每位日活跃用
户的日均使用时长为99.3分
钟，同比增长16.5%，较去年
四季度公布的89.9分钟提升
10.5%。

财报显示，此前2020年
第一季度的月付费用户较
多，一部分原因是新冠肺炎
疫情爆发期间实施严格的
检疫隔离，更多用户转向线
上社交和娱乐活动；而2021
年第一季度大众恢复正常
生活模式，在线上活动花费
的时间减少。

从财报数据来看，快手
电商业务在一季度增长强
劲，也带动了其他服务收入
的高速增长，由2020年同期
的1.76亿元增加589.1%，至
2021年第一季度的人民币12
亿元。此外，快手的毛利率
由2020年同期的34.2%提升
至41.1%。

排除以股份为基础的
薪酬开支、可转换可赎回优
先股公允价值变动等因素
影响，一季度，快手经调整
后的净亏损为49亿元，经调
整净亏损率为28.9%，较2020
年同期的34.9%有所降低。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
者 俞瑶 实习记者 强亚铣

5月24日，贝壳（BEKE.
US）官微宣布，公司联合创
始人、首席执行官及执行董
事彭永东接替左晖担任贝壳
董事长一职，并任命贝壳首
席运营官徐万刚为贝壳执行
董事。同时，贝壳宣布左晖为
公司“永远的荣誉董事长”，
以此纪念其作出的巨大贡献
和留下的宝贵精神遗产。

此外，公司执行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和Propitious Glob-
al Holdings Limited（以及管
理其所持股权权益的家族信
托）承诺自即日起365日内，将

不会出售、转让或以其他方式
处置目前其持有的任何公司的
普通股或美国存托股票。

公开资料显示，现年42
岁的彭永东曾担任IBM战略
与变革高级咨询顾问，并为
中国移动、中国电信、链家等
提供过战略咨询服务。其于
2010年加入链家，并在2014
年创立房产服务平台“链家
网”时担任CEO。2018年，彭
永东作为联合创始人推出

“贝壳找房”并出任CEO。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

者 俞瑶 实习记者 谢雨桐

科莱威四座版VS
五菱MINI两座版

科莱威CLEVER新四座超能版定
位为纯电动微型车，长宽高分别为3140/
1648/1531mm，轴距为2000mm。较宏光
MINI EV（轴距1940mm）大了一圈，并
提供“2+2”的四座布局。该车使用宁德
时代的三元锂电池，NEDC续航里程为
302km，慢充的充电时间是5.5小时，足
以满足日常使用。可以说，相比之前的
两座版，科莱威四座版的大小、外观、性
能都没有明显变化，只是增加了2座，缩
减了行李箱容积。

作为国内微型电动车销量排行榜前
十，科莱威也是主打性价比的代步车，两
座版的终端优惠价格低至3.59万元。

此前有消费者评价，科莱威拥有主
副驾驶位安全气囊、电动机功率37kw、
302km的续航里程，而五菱宏光MINI只
有主驾驶安全气囊、电动机功率20km、
续航120-170km，如果不是只有两座，科
莱威的竞争力会更高。

今年1月，科莱威卖出了5176辆，一举
登上国内A00（微型车）级电动汽车销量榜
第三。2月科莱威销量2213台、3月销量
2486台、4月的销量更是达到4130台，一举
登上4月新能源销量榜第9，不过仍然不到
五菱宏光MINI26592辆销量的零头。

5月7日，上汽通用五菱汽车公布了
最新的成绩单：五菱宏光MINI EV上市
270天，销量突破了27万辆，实现了连续
七个月国内新能源销量第一和今年前
两月销量世界第一的成绩。

五菱并不满足于宏光MINIEV一款
车型，还计划推出第二款MINI电动车，

名为NANO EV，已经在工信部完成申
报 。这 是 一 款 两 座 车 ，轴 距 只 有
1600mm，比五菱宏光MINI小；采用磷酸
铁锂电池，续航里程305km，市场预计其
售价不超过5万元。

发展窗口期后，
微型电动车市场或将回落

微型电动车贡献了超过三分之一
的新能源汽车销量，而宏光MINIEV一
款车撑起了A00（微型车）级总销量的半
壁江山。

数 据 显 示 ，今 年 一 季 度 ，宏 光
MINIEV累计销售7.25万辆，A00级电动
车上险数为14.4万辆，占国内新能源乘

用车总上险数的35%。而在2020年同期，
这个数字仅有15%。仅仅1年，A00级电动
车的市场份额大幅提升了20个百分点。

产品质量和性价比的提升，是微型
电动车被消费者认可的关键。全国乘用
车市场信息联席会秘书长崔东树表示，
前期车企做微型电动车是为了补贴，现
在是真正地开拓市场。

进入2021年，微型电动车新车频
出，赛道不断涌现出新玩家。1月，长
安推出了新产品奔奔E-Star国民版，
售价2.98万元起。3月底，江淮大众合
资品牌思皓A00级车E10X上市，售价
3.99万元起。4月发布的雷丁A00级电
动 车 芒 果 ，售 价 仅 为 2.98 万 ；凌 宝

COCO售价2.68万元起；凌宝BOX售
价3.28万元起。有消息称，多家车企
都在考虑推出4万元以下的纯电动代
步车型。

老玩家也不甘示弱，长城欧拉、奇瑞
小蚂蚁、零跑、新宝骏也纷纷在今年的上
海国际车展上推出新款微型电动车。

业内人士指出，双积分压力、低速
电动车市场转型等因素，推动微型电动
车发展，近期是车企抢占该风口的关键
窗口期。不过随着电动市场发展，微型
电动车市场份额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攀
高后，或将慢慢回落。

3月23日，工信部发布了《低速电动
车标准制定会议纪要》。根据其内容，今
年9月将发布制定完成四轮低速电动车
新国标，老年代步车通过新标准规范，
将会纳入新车型“微型低速纯电动车”
管理。

以“老头乐”为代表的低速电动车，
价格分布在1万-5万元之间，最高车速
50-60 公里，单次充电续航 100-150 公
里，年均市场规模已高达100万辆。这一
空白将被A00级电动车填补，市场规模
达千亿级。

值得注意的是，近日有消息称上海
将对车长小于4.6米以及价格在10万元
以下的电动车不予免费上牌。中国汽车
流通协会专家委员会成员李颜伟对红
星资本局表示，这是利用行政手段清理

“揩油”的品牌。
不过截至目前，这一政令并未正式

出台。但业内认为，上海微型电动车上
牌设限的可能性较高，这给微型电动车
的发展增添了不确定性。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吴丹若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24
日发表声明，称有关华为
造车传言不实，该公司只
为车企提供基于华为ICT
能 力 的 智 能 网 联 汽 车 部
件。声明称华为未来不会
投资任何车企。

华为公司在声明中表
示，“至今为止，华为并未投资
任何车企。未来也不会投资任
何车企，更不会控股、参股。”

华为公司2018年确立
“不造车”的战略选择。随着
华为公司提供部件的新车

陆续上市，市场多次出现关
于华为造车的传言。

对此，华为公司解释
称，华为选择了北汽、长安
和广汽三家车企作为战略
合作伙伴，支持它们打造各
自子品牌。经华为授权才使
用HI标识，代表Huawei In-
side。另外，华为是重庆小康
集团旗下的金康赛力斯SF5
的电动部件和HiCar座舱部
件的供应商。华为部分零售
店销售此款车，零售店可获
得相应收益。 据新华社

华为：从未投资、
未来也不会投资任何车企

贝壳宣布彭永东接任董事长
左晖为“永远的荣誉董事长”

快手一季度营收170亿
电商收入增长近6倍

大盘有望挑战4000点，靠谱吗？

“造纸厂停产”上热搜
有中游包装纸厂已停产12天

5月24日午间，#造纸厂纷纷停产#
话题冲上微博热搜第二名。众多网友表
示，纸张浪费仍是一大问题，建议无纸
化办公，提高废纸回收利用率。与网友
重点关注环保不同，造纸厂更关心的问
题是，停产没有活儿干。

“我们是给复印纸厂做包装纸板
的，前段时间白纸涨得太厉害了，客户
那边卖不动，给我们下的订单就少，所
以我们就没活儿干。”某山东包装纸厂
对红星资本局透露，“半个月前就已经
停产了12天。现在就是干一两天，歇三
四天，工人们赚不到钱也在闹意见。”

据央视新闻消息，近日多地纸巾开
始涨价，文化用纸普遍涨价200元/吨，白
卡纸涨价则达到1000元/吨。红星资本局
了解到，包装纸价格涨幅也在200元/吨
左右。

同时，国内多家文化纸企业和贸易
商发布涨价函。包装纸行业龙头玖龙纸
业（02689.HK）5月17日就启动了本月的
第三次涨价，一周的时间，玖龙纸业的
原纸价格平均每三天上涨一次。伴随着
玖龙原纸涨价的消息，纸板市场也迎来
了新一轮涨价，其中不少纸板厂已是第
二轮上涨。

除此之外，生活用纸也在涨价。今
年4月份，四大生活纸企金红叶、恒安国
际（01044.HK）、维达国际（03331.HK）、
中顺洁柔（002511.SZ）相继发布涨价函，
未来什么时候会调整终端的售价，暂时
无法确定。红星资本局此前采访了解
到，12月以来陕西、河北、山西、浙江等
地的生活用纸企业陆续发布涨价函，普
遍上调200元/吨。

受此消息面影响，昨日早盘开盘，
造纸板块便大幅拉升，领涨两市。截至
收盘，美利云（000815.SZ）、宜宾纸业
（600793.SH）、岳阳林纸（600963.SH）、
青山纸业（600103.SH）等涨停，中顺洁
柔（002511.SZ）、晨鸣纸业（000488.SZ）
等 多 股 纷 纷 跟 涨 ，玖 龙 纸 业 则
跌-3.17%。

财报方面，今年一季度，晨鸣纸业
净利润11.79亿元，同比增长481.42%；太
阳纸业（002078.SZ）净利润11.08亿元，
同比增长106.71%，均表现亮眼。

上游纸浆价格上涨
“原材料价格都在涨”

一般来说，涨价对供给端是利好消
息，又适逢行业利润迅速增长，企业通

常会加大生产。但是本轮涨价，不少造
纸厂却纷纷宣布暂停产。

3月31日，山东太阳集团宣布，4月
份对工业用纸和铜板纸纸机进行优化
调整；4月26日，山东华泰纸业发布通
知，计划5月上旬对铜板纸纸机停产维
保；4月27日，晨鸣纸业宣布，决定于5月
中上旬对文化纸机台停机检修10天。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状况？
全国工商联纸业商会秘书长张慎

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停机的原因
是受纸浆原料价格上涨，造成浆价和纸

价的倒挂，这样有些纸厂没有办法就要
停机了。”

内蒙古一家纸浆企业对红星资本
局表示，纸浆价格上涨主要是受供需关
系和原材料价格上涨所致。“箱板纸、瓦
楞纸那种，一般是用国内回收的废纸打
成浆做的；但是卫生纸这种生活用纸用
的是进口木浆。现在废纸价格和进口木
浆的价格都在涨。”

红星资本局了解到，随着我国《关
于全面禁止进口固体废物有关事项的
公告》正式施行，纸企的废纸进口配额

也同时清零，同时国内废纸回收价格
上涨。相关数据显示，2021年4月份国
内黄板纸到厂均价2140元/吨（不含
税），同比上涨25%左右。目前，我国的
废纸回收率已经高达90%，超过了日
本、欧美等发达国家，但仍存在巨大的
废纸缺口。

除此之外，生活用纸方面，进口木
浆价格的大幅上涨和巨大的进口需求
量，也加剧了纸浆价格上涨的情况。

据央视新闻报道，自2020年7月以
来，木浆价格平均上涨超过400美元/吨
（约合人民币2574元/吨）。此外，中国作
为全球第一大纸浆进口国，今年一季度
满洲里口岸进口纸浆7万吨，同比增加
37%；价值2.6亿元，同比增长42.1%。2020
年我国进口木浆达3064万吨，占去年木
浆总消耗量的72.8%。

涨价压力酝酿向消费端传导
有打印店利润下降30%

纸浆厂涨价，直接导致中下游纸企
酝酿涨价。

红星资本局了解到，一张白纸出现
在消费者前，首先需要纸浆厂把原料供
应到造纸厂和纸板厂；再由造纸厂生产
白纸，纸板厂供应给包装纸厂然后生产
包装纸；最后白纸和包装纸组合，卖给
终端。

“我们加工厂无法把涨价压力完全
传导给终端，消费者不买账啊，我们也
不敢把客户的价格抬得很高，现在就是
不赚钱我们也愿意做，但即使这样，订
单还是不足。”某包装纸厂对红星资本
局说道，“客户那边压力也很大，复印纸
从原来的5000多涨到7000多，一吨涨了
2000，客户卖不动。”

在中游造纸厂被纸浆厂和终端客
户两头受压时，终端客户的日子也不
好过。据媒体报道，某打印店老板表
示，白卡纸原来是6500元/吨，现在是
13000到14000元/吨，纸价连续上涨，
印刷价格却保持不变，这让他们的利
润越来越低，现在利润点已经降低了
差不多30%。

但生活用纸方面，普通消费者尚未
受到大影响，目前大型超市生活用纸价
格较普通批发商而言，仍相对稳定。盒
马非食品采购管理专家张广平接受采
访时表示，因为连锁超市本来就有很多
生活用纸的库存，还跟厂家签订的都是
长期供货协议，所以，短期内应该不会
出现生活用纸价格上涨的情况。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俞瑶
实习记者 谢雨桐

5月24日午间，#造纸厂纷纷停

产#话题冲上微博热搜，此前一周，#

纸张价格上涨直逼猪肉#也曾登上热

搜。受此消息面影响，今日A股造纸

板块大幅拉升。

为什么纸企一边涨价一边停产？

红星资本局采访得知，上游纸浆厂受

原材料价格影响而涨价，但价格已经

高过中游纸企，形成倒挂；另一方面，

由于涨价影响尚未传导至大多数终

端消费者，又使得中游企业承担涨价

压力。上游价格倒挂，下游缺少订单，

合力之下导致纸企纷纷停产。

微型电动车驶入新风口：

上汽推出四座科莱威
五菱将出两座MINI

纸张涨价
为何有造纸厂却停产了？

5月22日，上汽集团宣布，旗下纯电动微型车科莱威CLEVER新增新
四座超能版，官方指导价48999元，补贴后售价44999元起。新车从原先
的两座位变成四座位布局，NEDC（新欧洲驾驶周期）续航里程为
302km。与此同时，五菱汽车计划推出第二款MINI电动车，名为NANO
EV，已经在工信部完成申报。这是一款两座车，轴距只有1600mm，比五菱
宏光MINI更小；采用磷酸铁锂电池，续航里程305km，市场预计其售价不超
过5万元。

业内人士指出，双积分压力、低速电动车市场转型等因素，推动微型
电动车发展，近期是车企抢占该风口的关键窗口期。不过随着电动市场发
展，微型电动车市场份额在经过一段时间攀高后，或将慢慢回落。

值得注意的是，近日有消息称上海将对车长小于4.6米以及价格在10
万元以下的电动车不予免费上牌。截至目前，这一政令并未正式出台，但
业内认为，上海微型电动车上牌设限的可能性较高，这给微型电动车的发
展增添了不确定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