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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9日消息，宁德时代正式推
出钠离子电池。宁德时代称，总体来
看，第一代钠离子电池的能量密度略
低于目前的磷酸铁锂电池，但在低温
性能和快充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
特别是在高寒地区高功率应用场景。

宁德时代在钠离子电池发布会
表示，公司开发的第一代钠离子电

池，电芯单体能量密度已经达到了
160Wh/kg，为目前全球最高水平。
在常温下充电 15 分钟，电量可达
80%。而在零下 20°C 低温的环境
下，仍然有90%以上的放电保持率，
同时在系统集成效率方面，也可以
达到80%以上。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邓凌瑶

昨天，行情实在是火爆，沪指大
涨50.13点，创业板指数暴涨5.32%，
报收于3459.72点，历史上首次收盘
超越沪指，正式完成“交棒”。

两市超过200只个股涨停或涨
幅超过10%，感觉一夜之间，市场又
回到了上周那种疯狂的个股行情中。

一位朋友昨天他持有的股票
中，竟然有 10 只个股涨停，或者是
涨幅超过10%。在微信群里，这位朋
友发了10次红包！涨停个股的行业
有以下几个：集成电路、光刻胶、稀
土、锂电池、锂电设备等。

达哥受刺激的，倒不是羡慕别
人赚得盆满钵满，而是感受到身边
牛人确实太厉害了。以前觉得，满仓
一只股票涨停，就算厉害了，但更厉
害的是，买10只票都涨停。

达哥受刺激的，还不仅仅在于这
位朋友的强大选股能力，更在于我们
必须意识到，我们的思路必须发生重
要的转变。最近几天市场大幅波动，也
已经为我们发出了重要的信号，那就
是消费类白马股的时代正在逐渐离我
们远去，芯片、新能源等硬科技正在成
为当前市场最重要的机会所在。

现在，每天市场成交1万多亿，
但有些股票下去了，就没有再涨起
来，而有些股票，在本周的大震荡
中，反而不断创出新高。很明显，这
就是主力机构在调仓换股，在转移
阵地，在调转方向。

所以，现在我们又到了转变思路
的时候了，再不变，可能就只有看着机
构大鱼大肉，我们自己连汤都没有了。

（张道达）

近日，纪梵希全新推出2021艺
术家合作限定系列，纪梵希2021炙
爱大使刘宪华Henry、马思唯、郭采
洁、曾可妮4位炙爱大使，现身成都
举行的系列发布活动。

全新限定系列与艺术家 Chito
合作打造，系列中的成衣拥有别致
的限定款红色领标，选用鲜亮明快
的色彩，并巧妙融合了经典元素与
新颖设计。全新系列中的女士成衣
拥有多种不同款式的印花与廓形。
Williams 也将 4G 金属元素注入其
在纪梵希打造出的作品中。

除了拥有品牌经典的4G Logo
元素，此次还特别与艺术家Chito联合
打造出两款独特的夏日“炙爱”印花。

第一款是极具现代感的涂鸦娃
娃爱心印花。第二款则融合了品牌
经典的 4G Logo 与艺术家标志性
风格的4G涂鸦爱心印花。此次品牌
还限量推出了精巧个性的时装配
饰，红色与银色搭配的4G金属挂锁
象征着美好的爱。

纪梵希全新 2021 艺术家合作
限定系列已于7月17日登陆纪梵希
全国精品店，快快加入你的七夕送
礼清单吧。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侯培洋

7月的成都，再次成为各时
尚品牌的“宠儿”，时尚盛事不
断。华服展览、派对明星云集、
设计师联名相继登场。

继在巴黎装饰艺术博物馆、伦
敦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以及
上海龙美术馆西岸馆成功举办之
后，《克里斯汀·迪奥：梦之设计师》
（CHRISTIAN DIOR：DESIGN-
ER OF DREAMS）展览于2021年
7月25日至9月7日以崭新面貌登
陆成都当代美术馆（MOCA）。

展览开幕现场闪耀璀璨星光，
迪奥中国区品牌大使赵丽颖、迪奥
中国区珠宝大使罗云熙、迪奥中国
彩妆大使王子文、迪奥中国护肤大
使景甜及著名导演冯德伦等齐聚开
幕现场。

《克里斯汀·迪奥：梦之设计师》
展览由置景师娜塔丽·克利尼耶
（NATHALIE CRINIERE）精心设
计，以全新的叙事场景，致敬品牌创
立70余年来始终秉承的创意激情。
展览以典藏馆中珍藏的高级订制作
品 、文件及影像资料回顾克里斯

汀·迪奥先生及其 6 位继任者的时
装梦想和创作热情，讴歌品牌传奇
历程。

展览以蒙田大道三十号为起
点，引领观众回溯造梦之源，继而深
入领略以不同维度精心打造的丰富
世界。展览共涵盖十一个超越时空
的非凡主题，讴歌这座高级时装屋
的传奇历程。

展览还以与迪奥有着不解之缘
的中国文化为切入点，致敬世界文
化。玛丽亚·嘉茜娅·蔻丽倾心设计的
红色系列作品，颜色绚丽，灿若朝
阳 ，并 冠 以“ 红 色 天 使 ”（ANGE
ROUGE）和“ 爱 之 日 ”（AMOUR
SOLEIL）等引人遐思的名字，致敬克
里斯汀·迪奥所挚爱的“生命之色”。

本次展览于 2021 年 7 月 25 日
至9月7日向公众开放，以迪奥梦幻
之名，开启一场回溯经典、礼赞当下
的奇幻旅程。

《《克里斯汀克里斯汀··迪奥迪奥：：梦之设计师梦之设计师》》

回溯经典礼赞当下

7 月 29 日 下 午 ，苏 宁 易 购
（002024.SZ）2021 年第四次临时股
东大会召开，对7月14日公布的改
选董事提案一一表决。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黄明端、冼汉迪、曹群和张康
阳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为非独立董
事。随后举行的董事会会议选举黄
明端为苏宁易购董事长，苏宁易购
的发展正式进入一个新阶段。

此前的7月12日，苏宁易购创
始人张近东已辞去董事长、董事及
董事会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职务，
公司董事会同意聘任张近东为名
誉董事长。

7月5日，苏宁易购混改方案落
地。苏宁易购宣布拟将上市公司
16.96%的股份，转让给江苏新新零
售创新基金二期。新股东的背后不

仅有江苏省、南京市国资，还有华泰
证券、阿里、小米、海尔、美的、TCL
等产投的身影。

协议转让完成后，张近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苏宁控股持有20.35%、
淘宝中国持有19.99%、江苏新新零
售创新基金二期持有16.96%、新新
零售创新基金持有5.59%。

根据苏宁易购的公告，阿里旗
下的杭州阿里妈妈软件服务有限公
司在新新零售创新基金二期中出资
占3成，持股比例最大。

也就是说，除了淘宝中国持有苏
宁易购19.99%外，阿里妈妈也通过新
新零售创新基金二期间接持股苏宁
易购。这意味着，苏宁易购进入了“阿
里时代”。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俞瑶 强亚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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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德时代正式推出钠离子电池
充电15分钟电量可达80%

选举新任董事长
苏宁易购进入“阿里时代”

昨天，
受刺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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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卖平台
要花多少钱？

、

给上千万外卖小哥交社保

7月26日，市场监管总局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落实网络餐饮平台责任切
实维护外卖送餐员权益的指导意见》，其中针对外卖送餐员的劳动收入、社会保障
等七个方面提出要求。

美团2020年报披露：“截至2020年末，共有950万名外卖骑手通过美团平
台增收 。”而饿了么4月发布的《2020饿了么蓝骑士调研报告》，饿了么平台骑
手总数超过300万。为这么多外卖小哥交社保得要多少钱？

■ 保障外卖骑手权益政策落地

美团、饿了么
要为骑手交社保

2020年9月，一篇《外卖骑手，困
在系统里》的文章将职业风险高、劳
动强度大、保障水平低的外卖骑手
们聚焦到大众眼前。今年5 月，北京
市人社局劳动关系处副处长王林体
验当一天外卖小哥，12 小时仅完成
5单送餐、赚41元送餐费，也引发舆
论热议。

现在，外卖骑手权益保障迎来
转机。

7月26日，七部门联合印发《关
于落实网络餐饮平台责任切实维护
外卖送餐员权益的指导意见》（以下
简称《意见》），针对外卖送餐员的劳
动收入、劳动安全、食品安全、社会保
障、从业环境、组织建设、矛盾处置七
个方面提出要求。

《意见》提出：确保外卖送餐员正
常劳动所得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
准；不得将“最严算法”作为考核要
求，合理确定订单数量等考核要素，
适当放宽配送时限；平台及第三方合
作单位为建立劳动关系的外卖送餐
员参加社会保险，支持其他外卖送餐
员参加社会保险。

《意见》发布后，两大外卖平台美
团、饿了么都纷纷表态。

7月28日，美团回应红星资本局
称，已经收到并认真学习该意见，接
下来，我们将坚决贯彻和落实指导意
见，继续积极改进，在劳动保障、配送

安全、骑手福利、骑手体验提升等多
方面切实维护劳动者权益，提高劳动
保障水平，提升行业就业质量。

饿了么也对红星资本局表示，将
坚决拥护并将认真遵守《意见》要求，
围绕骑士安全、骑士健康、骑士收益、
骑士保障等方面进行方案制订，在有
关部门的指导下积极行动落实。

■ 外卖骑手不是“雇佣员工”

第三方加盟商
为骑手买了意外险

平台骑手数量方面，美团 2020
年报披露：截至 2020 年末，共有 950
万名外卖骑手通过美团平台增收 。”
而根据饿了么4月发布的《2020饿了
么蓝骑士调研报告》，饿了么平台骑
手总数超过300万。

“为950万骑手、300多万骑手交
社保要花多少钱？美团和饿了么都不
敢想象”，在社交平台上，有网友发出
感叹。

实际上，千万的外卖骑手与两家
平台并不是“雇佣员工”的关系。红星
资本局了解到，美团和饿了么的外卖
骑手都采用“专送+众包”两种模式。

据相关人士透露，专送骑手是通
过合作代理加盟商来履约，进行全职
配送，由平台加盟商管理。而众包模
式是一个开放性的平台，在线注册成
功后成为众包骑手，可自由选择任何
一家平台接单，劳资关系并不属于任
何一家公司，可随时接单，也可以完
全不接。

一位从事美团、饿了么专送骑手
招募的加盟商告诉红星资本局：“由
于骑手的流动性太大，很多都只工作
一两个月，所以站点只会为骑手购买
意外险等商业保险，但是基本不会交
社保。”

而在美团配送招募骑手的页面
上，也可以看到，成为专送或众包骑
手后，可以享受的保障有意外保险
等，并未提到相应的社会保险。

随着《意见》落地，外卖骑手无社
保的情况即将迎来转变。《意见》要
求，美团、饿了么及第三方合作单位
为建立劳动关系的外卖骑手参加社
会保险，其他外卖骑手则是支持参加
社会保险。

■ 券商调研报告：

为外卖骑手交社保
对“业务生态影响有限”

目前，指导意见尚未有细则颁
布，对于美团、饿了么所造成的影响
暂时无法量化。但红星资本局根据现
有数据粗略估算，如果为外卖骑手交
社保，平台要花多少钱？

根据美团财报公布的数据，截至
2020年末，共有950万名外卖骑手通
过美团平台增收，但是活跃骑手并没
有那么多。活跃骑手数据可以参考美
团《2020骑手就业报告》：“2020年上
半年，有单骑手为295.2万人”。

有单骑手中还包括专送、众包两
种模式，但美团官方并未公布过具体
的专送、众包骑手数量。在美团《2020

骑手就业报告》中，2020 年上半年，
有65.3%的骑手从业状态为“骑手是
唯一的一份工作”，可以以此来估算
美团的专送骑手比例占6成左右，也
就是约190万人。

这 190 万人每个月社保费用要
花多少钱？从事人力外包行业的工作
人员告诉红星资本局：“与公司没有
签订正式劳动合同的人员，如果需要
第三方平台代缴社保，一般都是按最
低缴费基数缴纳社保。”

由于我国每个地区缴纳社保基
数不同，假定这 190 万专送骑手都
在北京，以上述数据估算，每人每月
缴纳最低社保 758.73 元，一个月需
缴纳社保 14.4 亿元，如果这部分费
用由美团或者第三方合作商来承
担，一年就是172.99亿元，而2020年
一整年，美团餐饮外卖收入为 215
亿元。

7月27日，中信证券在研报中指
出，骑手社保、权益保障等监管存在
必要性，但对业务生态影响有限。中
信证券认为：“实际上，从美团上市之
初所提的外卖日均1亿单、每单1元
钱的目标中，我们已经读出公司自身
对外卖业务并未进行充分盈利性追
求，外卖业务的UE模型测算可知该
业务的实际盈利能力具备弹性，我们
测算每单盈利2-3元钱并非难事，但
公司提出的 1 元钱目标我们认为在
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维持生态平衡的
战略思考。”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俞瑶 强亚铣

近日，意大利知名品牌FENDI于
中意文化交流城市会客厅呈现了一场
令人难忘的霓虹镜像派对，以庆祝
2021-22秋冬男士系列的隆重上市，
在“天府之国”展示别样意大利风情。

据记者了解，当晚赵薇、古力娜
扎、张若昀、欧豪、张靓颖等20多位
艺人出席活动。

当 晚 派 对 着 重 呈 现 FEN-
DI2021-22 秋冬男士系列，完美展
示 FENDI 的创新活力、精湛工艺、
独特创造力和试验精神。

派对现场，透明玻璃的 FEN-
DI logo霓虹灯箱，宛若珠宝般绚丽
的祖母绿、朱砂红、藏红、鲜橙、紫
红、钴蓝的炫彩灯光呼应着今年一
月男装秀场上绚丽鲜明的霓虹灯景
和秀场造型，同时勾勒出迷宫般的
门洞轮廓。

转身进入到同样色彩斑斓的男
装陈列空间，拱门式样的建筑不禁
令人联想到 FENDI 位于罗马的总
部——意大利文化宫（Palazzo del-

la Civiltà Italiana）。具有代表性的
FENDI 2021-22 秋冬男装由模特
们现场完美演绎，在五光十色的霓
虹乐园里为来宾全方位展示本系列
的多样风格。

场馆内还设有趣味十足的互动
体验空间，人形感应互动影像装置
通过精妙的灯光装置、令人惊叹的
投影技术以及巧妙的互动空间，带
领宾客在手舞足蹈的活跃氛围中获
得浸入式的体验，营造先锋视觉，打
造出一个充满科技色彩创意十足的
绝妙夜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