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辑 廖庆丰 美编 陈亦乐 校对 田仲蓉 官方微信 红星新闻：cdsbnc 成都商报：cdsb86612222 官方微博 新浪微博：@红星新闻、@成都商报 官方网站 www.cdsb.com 报料及服务监督电话 028-86612222

06 财经·证券
2021年6月24日 星期四

房屋租售
招租公告

成都市成华区八里庄路168号
碧桂园中环荟项目总面积
7465.11㎡物业招商 ： 商业 1
楼1032.80㎡、2楼1658.45㎡、 3
楼 1324.31㎡ ， 酒店26-30楼
3449.55㎡， 另有地下标准车
位17个。 有意者于6月30日前
电话联系： 池先生137394505
88、曹先生15881025818。

成都科腾棉业有限公司
2021年6月24日

声明·公告
中央花园物业收据遗失0177028
●四川智慧通建设工程有限公
司财务专用章（编号：51010851
94798）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新都区随便炸鸡店食品经营
许可证 （编号 ：JY2510114012
0381）正副本遗失作废。
●锦江区尤马食品经营部公章
(编号5101040355392)遗失作废

公 告
各位业主：

我公司成都碧荣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在成都市新都区三
河街道碧桂园上观1号规划红
线范围内修建的 “碧桂园上观
二期6、8、9、10、12、13、15、17号楼
及地下室”已建设竣工，现已进
入规划核实公示阶段， 公示内
容张贴于项目大门口处， 公示
时间为2021年6月22日10:00时
至2021年6月28日10:00。

特此公告
成都碧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21年6月22日
●四川信瑞房地产开发有限责
任公司遗失房地产开发企业暂
定资质证书正副本,证书编号：
510000D1103，声明作废。
●成都义薄云天医疗科技有限
公司营业执照正副本 （统一社
会信用代码：91510107MA6DE7
2C6N）、公章（编号：510107525
5260）均遗失，声明作废。

公 告
成都市学生联合会公章 （编号
5101050011849）声明遗失。

2021年6月23日
●成都中建晋科科技有限公司
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51011834
7701,编号:6510-03791245,账号:
22807401040016961,开户行:中
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
双丰西路支行）遗失作废。
●成都航亚物流有限公司王凯
法人章(编号:5101250064445）
遗失，声明作废。
●国贸进出口有限公司， 原法
人刘妍法人章编号510822502
4103遗失作废。
●成都兵林劳务有限公司，公
章 （ 编 号 ：5101089900743）
遗失作废！
●四川蜀力众聚劳务有限公司
的银行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6510
069564003)遗失作废。开户行:
建行成都新鸿路支行,账号为5100
1908608051513747,特此声明

注销公告
北京博儒 （成都） 律师

事务所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31510000MD0195116E），
成立于2018年8月 ， 现经合
伙人会议决定即日起注销 ，
特此公告。
●成都善常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原法人任晓璐法人章编号5101
089926547， 财务专用章编号
5101089926546均遗失作废。
●四川添露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发票专用章（编号：5101075325
798）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成都百年宜家餐饮管理有限
公司发票专用章编号51010750
19638遗失作废。
●成都市金鑫华建筑劳务有限
公司遗失银行开户许可证，核
准号：J6510087528201， 开户
银行： 中国农业银行金堂文化
街分理处， 法人： 赖兴光，账
号 ：22847901040001014， 声
明作废。

●四川省弘茂股权投资基金管
理有限公司张尚武法人章 （编
号：5101045090345）印章销毁
证明遗失作废。
●成都弘华股权投资基金管理
中心 （有限合伙） 戈谧法人章
（编号：5101045062612）印章销
毁证明遗失作废。
●成都市青羊区知行合一社会
工作服务中心 （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 ：52510105MJQ055120J）
登记证书正本遗失作废。
●四川蜀泰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2008年刻制的姜涛法人章 (编
号：5101000159570)遗失作废。
●成都喜恒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5101
000753755285)经股东会决定
将注册资本由人民币陆佰万元
减少到人民币陆十万元， 请公
司债权人自本公告之日起45日
内向本公司提出清偿债务或提
供担保的请求。特此公告。

●四川夏秋建设
工程有限公司公
章编号51010799
89568遗失作废。
●四川驰航节能
设备有限公司公
章编号：51010851
30390遗失作废。
●四川稻香园养生食品有限公
司财务专用章（编号：51010080
00797）、 发票专用章 （编号：
5101255015238）、丁发正法人
章（编号：5101008000798）、张
孝茂法人章（编号：5101255017
731）遗失作废。
●成都千忆达科技有限公司原
法人罗世豪法人章编号：5101
100116528遗失作废。
●四川华荣建筑劳务有限公司
公章 （编号：5101000122068）、
财务专用章（编号：5101000122
069）、 廖华林法人章 （编号：
5101000122071）遗失作废。

●成都方胜物流有限
公司公章 （编号：5101
060315456）遗失作废。
●成都亿企邦企业管
理有限公司合同专用章编号：
5101040372437遗失作废。
●成都易德大家家居用品有限
公司公章编号：510100953984
9、财务专用章编号：510100953
9850、 江琼华法人章编号 ：
5101009539851遗失作废。
●成都优家易居装饰装修工程
有限公司财务专用章编号5101
060220190发票专用章编号
5101060220191饶伟法人章编
号5101060220192遗失作废。

●本人王清，身份证号码51300
2198501090019，现严正声明如
下： 兹有成都鼎汇财务管理有
限公司（已吊销），先后擅自在
成都市工商局将我注册为公
司监事、 股东、 法人代表等职
务， 我对此事毫不知情， 对上
述侵权行为保留法律诉讼权力
●成都伙头兵餐饮管理有限公
司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
用代码：91510100MA68JBEAX
R， 公章编号5101100281820均
遗失作废。

●简阳市千佛寺公章（编号510
1850019124）、 张文波法人章
（编号：5101850019126）不慎遗
失，声明作废。
●四川亿家天下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旷绍中法人章（编号：51010
59927788）不慎遗失，声明作废
●成都山水美居门窗有限公司
遗失营业执照副本， 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91510100MAACEA
JD7C； 公章一枚 ， 编号 ：510
1100263512，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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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片仔癀官网介绍，片仔癀最初
由明朝末年宫廷御医携秘方出逃到漳州
寺庙，然后清末民初传入民间。目前由漳
州片仔癀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片仔癀药业”）负责生产，其主要成分包
括牛黄、麝香、三七和蛇胆。

1999年，片仔癀集团进行了股份制
改造，于2003年6月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当初的发行价只有8.55元/股。截至
2021年6月22日收盘，片仔癀股价再次创
下历史新高，达430.21元/股，18年间其股
价上涨了5031%，公司总市值也超过2600
亿元。

因其股价上涨势头很快，片仔癀也
被称为“药中茅台”。

公司业绩方面，财报数据显示，2020
年，片仔癀实现营收65.11亿元，同比增长
13.78%。除了片仔癀药品做出重大业绩
贡献外，其日用品、化妆品业务收入也达
到9.05亿元，同比增长42.49%。

2021年一季度，片仔癀实现营业收
入20.02亿元，同比增长16.76%；归母净利
润5.65亿元，同比增长20.84%。

片仔癀体验馆的增速也令人瞩目。
截至2020年底，全国片仔癀体验馆数量
超过300家，比2019年增加了近100家。而

其增量市场大部分位于北方，2020年，东
北、华北地区的片仔癀体验馆数量及营
收增速均明显高于平均水平。

东方财富证券研究所认为，片仔癀作
为唯一拥有配方和工艺国家“双绝密”品种
的中药品牌，具备天然护城河，考虑到片仔
癀的强品牌优势以及体验馆等全国渠道战
略的持续推进，有望实现量价齐升。

如今，片仔癀在药品市场和股市均
备受追捧，但也有业内人士指出，其中不
乏炒作的成分。而炒作之后是否会留下
一地鸡毛，还有待观察。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卢燕飞

北京时间6月22日晚间，全球最大的
数字货运平台、被称为“货运版滴滴”的满
帮 集 团 正 式 登 陆 纽 交 所 ，股 票 代 码

“YMM”。
满帮集团此次IPO的发行价最终定为

19美元/股，位于此前拟定的发行区间顶
部。截至当日收盘，其股价报21.50美元/股，
上市首日涨13.16%，公司市值233.58亿美元
（约合人民币1513.86亿元）。

募资规模可达18亿美元

本次IPO，满帮共计发行8250万股美国
存托股票（ADS），并依照惯例，同时赋予承
销商1237.5万股ADS的超额配售权。这意味
着如果执行“绿鞋机制”，满帮此次IPO的募
资规模至多可达到18亿美元。

满帮集团称，本次IPO，景顺投资（In-
vesco）有意认购至多5亿美元的ADS，现有
股东富达国际（Fidelity International）则有
意认购价值至多1亿美元的ADS。此外，与此
次IPO同步，安大略省教师退休金计划
（OTPP）和阿联酋主权财富基金（Mubada-
la）将 以 私 募 配 售（Concurrent Private
Placement，CPP）的方式，以IPO发行价合
计认购2亿美元等值股份。

红星资本局获悉，满帮集团计划将本
次发行净收益的40%用于基础设施开发和
技术创新的投资；40%用于扩大服务范围；
还有部分资金用于一般公司目的，包括营
运资金需求和潜在的收购和投资。

值得一提的是，满帮管理团队拥有
深厚的互联网背景。公司创始人、董事
会主席兼CEO张晖（集团合并前运满满
的创始人），以及CRO（首席风险官）慎
凯、CCO（首席客户官）王正洪均曾供职
于阿里巴巴；CSO（首席战略官）郭浪波
则来自于百度。其中，张晖拥有满帮9.2%
的股份并拥有最多投票权，根据彭博亿
万富豪指数，张晖所持股份价值达到22
亿美元。

软银与红杉均为满帮主要股东，在本
次上市前的股权占比分别为22.2%与7.2%。
IPO后，软银持股20.3%，有4%投票权；红杉
持股6.6%，有1.3%投票权。此外，满帮投资者
还包括Alphabet、腾讯控股和GGV Capital
纪源资本。

亟须寻找第二增长曲线

公开资料显示，满帮集团由两大车货
匹配平台“运满满”和“货车帮”在2017年合

并而成，是连接货车司机及货主双端用户，
通过大数据的智能推荐帮助双方快速完成
运输交易的平台。目前主营业务包括货运
匹配服务和保险、贷款、电子油卡、ETC等
增值服务。

招股文件显示，截至2020年底，满帮业
务覆盖全国超过300座城市，线路覆盖超过
10万条。2020年，满帮GTV（平台总交易额）
达1738亿元，约占中国数字货运平台GTV
总量的64%；订单量达7170万单。超过280万
卡车司机在满帮平台上完成订单，占中国
中重型卡车司机的20%。

2020年，满帮营收为25.8亿元，同比增
长4.4%；非美国通用会计准则下实现净利
润2.81亿元。而在2021年第一季度，满帮营
收为8.67亿元，同比增长97.7％；非美国通
用会计准下净利润达1.13亿元，同比增长
324.4％。

但满帮也并不是高枕无忧。其中，最重
要的困扰可能来自主线业务的天花板。不
少分析认为，在坐稳城际货运头把交椅后，
寻找第二甚至第三增长曲线，已经成为满
帮的重要任务。

同城货运，成为满帮看中的风口。但是
目前，该赛道已经被货拉拉、快狗打车等头
部玩家占据重要市场，2020年上半年，滴滴

同城货运更是高调宣布进场厮杀。此外，同
城货运还存在复购率低、用户群体庞杂、市
场分散等问题，业务逻辑和城际货运并不
相通，满帮想要轻易入局并不容易。

此外，监管风险也是满帮头上的达摩
克利斯之剑。4月30日，交通运输新业态协
同监管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对满帮集团和
货拉拉公司进行约谈，指出部分平台特别
是满帮集团、货拉拉公司，存在着定价机制
不合理、运营规则不公平、生产经营不规
范、主体责任不落实等突出问题，平台部分
经营行为涉嫌侵害货车司机合法权益，广
大货车司机对此反映强烈。

红星资本局此前采访多位满帮货运司
机得知，虽然在互联网平台的助力下，行业
信息更加透明，但司机收入却不断降低，同
时还面临金融贷款的风险和社交时间减少
的问题。

红星资本局获悉，满帮集团未来的增
长战略将主要围绕扩大物流网络和交易
量、扩大服务范围、继续投资基础设施发展
和技术创新、有选择地寻求战略联盟和投
资收购四个方面进行。

上市，只是满帮的另一个起点。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许媛 实习

记者 谢雨桐

Soul暂停美股IPO流程
或因陷入不正当竞争纠纷

6月23日消息，社交平台Soul发布声明，宣
布暂停美股IPO定价流程，并表示大股东腾讯
也支持这一决定。

公告中，Soul并未提及暂停上市的原因，
只表示之前在申请赴美上市IPO的进程非常
顺利，获得了多方的支持，目前运营一切正常，
也将迎来期待中的增长。

值得注意的是，Soul提到目前公司已收到
了其他资本运作的可能性。有分析认为，该声
明言下之意颇有几分不排除被收购的可能性。

近年来，Soul是最受年轻用户青睐的新兴
社交应用之一。招股书显示，截至2021年3月，
Soul的月活用户达到3320万，日活用户达到910
万。在日活跃用户中，有73.9％是在1990年或之
后出生。

不过，Soul一直面临商业化困境。招股书
显示，Soul在2019年净亏损为2.99亿元，2020年
净亏损为4.88亿元，2021年第一季度净亏损
3.83亿元。也就是说，这家公司27个月亏损达
11.7亿元。

今年5月11日，Soul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
会（SEC）提交招股书，申请在纳斯达克上市，
股票交易代码为SSR，由摩根士丹利、Jefferies、
美银证券与CICC共同担任承销商。

6月18日，Soul向SEC提交了更新版IPO上
市申请文件，将发行价区间设定在每股美国存
托股票13美元至15美元之间。

然而，就在递交IPO申请前夕，Soul所属的
公司——上海任意门科技有限公司，遭到同为
社交软件的Uki所属公司——上海牛咖信息科
技有限公司以“其他不正当竞争纠纷”为由起
诉，并已立案。在Soul递交招股书后10天，上海
任意门科技有限公司被冻结2693万元。据悉，
这一案件将于6月29日由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
法院公开开庭审理。

6月21日，Uki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了一
则声明表示：“日前我司已依法收集到上海任
意门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兼CEO张璐
等人涉嫌参与对我司不正当竞争的关键证据，
将择期对外公布。”

因此不少分析认为，阻碍Soul上市的原因
之一，或许与Uki的官司相关。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俞瑶 实习记者 谢雨桐

指数继续飘红，沪指没涨多少，但好歹也
是连续5个交易日收出阳线。很明显，创业板指
数昨日表现更好，涨了1.13%，创出这一波行情
以来的新高。

尽管创业板指数距离2月28日的高点3476
点，还有100多点的距离，但按照现在这个趋势
发展下去，感觉创业板要创年内新高，应该是
迟早的事。

先看大市值的创业板公司，总体表现是比
较强的。比如万亿市值的宁德时代，昨日大涨
4.05%，创历史新高了。

前段时间，还有不少朋友担心，宁德时代有限
售股解禁，会对股价有压力。达哥此前的观点也很
明确，智能电动车对传统燃油汽车的替代，这个过
程才刚刚开始。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做好时间的
朋友，等待未来业绩的增长来消化高估值。

类似的，药明康德，在经历了一番限售股
违规减持的风波之后，如今也填平了坑，昨日
创出历史新高了。

创业板大市值公司，还有强势创新高的，
比如康龙化成、卓胜微等，昨日都创出了历史
新高。另外，上市不久的爱美客，绝对价格还没
创新高，但创出收盘新高。

这些大市值公司在创历史新高，对创业板
指数的带动作用就可想而知。不仅如此，创业
板昨日涨幅超过10%的公司也不少，其中，华自
科技、川金诺、阿石创等5家公司达到20CM涨
停，还有全志科技、富瀚微等公司大涨创新高，
被调侃为“戳破了电脑显示屏”。

除了创业板外，科创板同样是当前市场的
一大热门。首先是昨日上市的新股，纳微科技，
创下上市首日涨幅高达1274%的年内最高纪
录。此前的纪录，由创业板新股中金辐照保持，
当时上市首日涨幅高达1076%。纳微科技的主
营产品，是高性能纳米微球材料。

另外，前两天达哥说，已经成为赶超茅台
新势力的康希诺-U，昨日也是“戳破了电脑显
示屏”，如此高的价格，竟然又涨了近12%，盘中
最大涨幅超过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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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创业板
要创年内新高

线上最高1250元/粒
线下还有门店限购

片仔癀卖的是什么药？

当很多人还不知道片仔癀能治什么
病的时候，这味3克×1粒/盒装的“神药”
在网上已被炒到了最高1250元/粒，相比
门店590元/粒的价格，上涨了一倍多。与
此同时，片仔癀（600436.SH）的股价水
涨船高，今年以来涨幅超过160%。

6月22日，红星资本局记者在成都市
多家片仔癀体验馆看到，偌大的门店内有
些冷清，店员在听音乐或玩手机，显得有
些无聊。店员如此清闲，并不是因为这家
门店没有生意，而是因为月初拿来的200
多粒片仔癀，刚到货就卖完了，现在处于
缺货状态。后面登记排队的顾客还有三五
十人，而柜台上摆放的都是空盒子。

为何片仔癀如此畅销？店员解释称，
现在喝酒熬夜的年轻人比较多，片仔癀可
以用来保肝护肝；如果中老年人购买，则
大多是治疗肝病的。另一方面，片仔癀使
用的麝香年产量有限，价格较高，业内人
士指出，其中也不乏炒作的成分，这也是
导致片仔癀“比黄金还金贵”的原因之一。

“货运版滴滴”上市首日涨13%
280万卡车司机撑起1500亿市值

在成都另一家片仔癀体验店，也出现
了类似情况。“我们分3次进货，月初和月
中都卖完了，月末的货还没收到。”值班店
员此时一边听音乐，一边玩手机，“我们只
在微信朋友圈通知客户，没有限制购买数
量，但实际上人数比较多，有三五十人在
排队，平均每人只能分到一两粒。”也有些
在网上预订的，该店员会帮忙邮寄过去。

这位店员表示：“其实现在买片仔癀
的很多，但真正自己用的不多，具体买来

干啥就不清楚了。我们并非片仔癀直营，
而是加盟店，但不用缴纳加盟费，就是跟
片仔癀签的拿货合同。”

还有一家片仔癀门店的销售人员表
示，他们每天售卖6粒，每人限购1粒。也
就是说，每天只有6名顾客可以买到。

“我们8：30上班，平常基本没人排
队，只有两三个人在等我们，因为只有6
粒的量，有时候开门就卖完了，有时候半
个小时、一个小时就卖完了，最近卖得比

较快。”这位店员说，片仔癀除了孕妇、运
动员外，其他人都能吃。

片仔癀说明书介绍，每粒片仔癀重3
克，可分为五次服用，每次0.6克，具体如
何服用应遵医嘱。

门店缺货，某电商平台更是把3克×
1粒/盒装的仔癀价格炒到了900元以上，
最高甚至卖到1250元。按照最新约374
元/克的国际金价来算，片仔癀的网上售
价真的是“比黄金还贵”。

探
访

6月22日中午，红星资本局记者来到
成都市成华区的一家片仔癀体验馆。此
时正值午饭时间，店内没有顾客，只有一
位店员在值班。

与其他药店不同，这里仅售卖片
仔癀药业生产的系列产品，除了片仔
癀药片外，还有清肺糖浆、感冒片、藿
香正气水、牛黄解毒片、六味地黄丸
等辅药。在收银台处，还销售片仔癀
药业生产的化妆品，如洁面乳、面膜、
调肤水、防晒乳、洗发水、沐浴露、香

皂等。
但是这家门店的主打产品——3

克×1粒/盒装的片仔癀颗粒已经销售一
空了。“这些都是空盒子，有货的话也不
敢明目张胆地摆在这儿”，这位店员指着
柜台说，本月的货已经卖完了，要等到下
月初才有，而且每人限购3粒，每粒590
元，要拿身份证来买。

据了解，从今年初开始，这家门店就
开始实行限购措施，之前每人可以买一
盒（10粒）。对于为何限购，这位店员表

示，主要是担心黄牛炒作，“我们要让真
正需要的病人买到，网上卖八九百块钱
一粒，太黑了。”

同时，这位店员解释称，现在经常喝
酒熬夜的年轻人非常多，他们需要片仔
癀来保肝护肝；如果是中老年人来买，则
大部分是治疗肝病的。“片仔癀可以开处
方，也可以用来保健，保肝护肝、清热解
毒，经常喝酒熬夜都可以吃。”据悉，这家
门店月初购进了200多粒片仔癀，两三天
就卖完了。

月初购进了200多粒片仔癀 两三天就卖完了

有门店每人限购1粒 电商平台最高每粒12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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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以来股价上涨约50倍 总市值超过2600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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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电商平台，片仔癀最高卖到125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