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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3D”第2021218期开
奖结果：730。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第2021094期开奖结果：基
本号码：04 05 11 14 20 22 23，特别号码：03

（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福
彩

体
彩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21218期开奖结果：530，直选：
8508注，每注奖金1040元；组选6：19438注，每注奖金173元。
（39471452.23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21218期开奖结果：53065，一等奖
35注，每注奖金10万元。（375129202.40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超级大乐透第21094期全国销售275141551元。开奖号
码：05 06 24 27 33 05+12，一等奖6注，单注奖金9900472
元，追加2注，单注奖金7920377元。二等奖77注，单注奖金
173225元，追加22注，单注奖金138580元。三等奖191注，单注
奖金10000元。（931384310.15元滚入下期奖池）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21年10月15日)

兑彩票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6场半全场胜平负第21092期：301300333311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4场进球第21092期：23103230
中国体育彩票胜平负任选9场第21092期：03330033313110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胜平负第21092期：03330033313110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21年10月15日)

足
彩

李宁上半年营收超百亿
净利润大涨187%

8月13日，李宁发布年中业绩报告，多项指标为
2004年李宁上市以来同期历史最高水平。

营收方面，截至6月30日，李宁营收为101.97亿
元，同比增长65%，这意味着上半年，李宁日赚超
5000万元。

红星资本局发现，服装业务对李宁整体业绩拉
升很大，收入同比增速达72%；鞋类增长紧随其后，
收入增速达到57%，两者合计为总收入贡献比例达
95%。不过这些收入基本都源自国内消费者，国际市
场尚未打开。半年报显示，报告期内李宁的国际市
场销售额只有1.22亿元，收入占比仅为1.2%。

盈利方面，2021年上半年李宁净利润超19.62亿
元，同比大涨187%；毛利率上升6.4个百分点至55.9%。

李宁解释称，报告期内，零售折扣有明显改善，
因存货原值下降和库龄改善而降低了部分存货拨
备；另外毛利率较高的直营和电商渠道收入占比有

所上升等原因导致了毛利率的上涨。
红星资本局注意到，营收大幅提高的具体原

因，来自李宁各销售渠道的贡献。首先是线下终端
直营销售流水同比大幅增长88%，李宁称这是因为
直营店铺大多建立在国内二线以上城市，去年同期
受疫情影响尤为明显，本期直营店获得较大复苏；
其次是电商渠道和特许经销商的流水增加显著，分
别增长77.8%和47.7%。

尽管李宁的主要流水来自线下店铺，但李宁不
仅没有扩张店面，甚至选择关停。财报显示，截至
2021年6月30日，李宁牌（包括李宁核心品牌及李宁
YOUNG）常规店、旗舰店等线下销售点共6745个，
较去年12月31日减少188个；经销商63家，减少2家。

李宁解释称，关店主要是优化渠道和效率，加
速优质渠道建设，聚集购物中心大店，持续推动旗
舰店等高效大店落地，同时继续店铺优化，加速处
理亏损、低效和微型面积店铺。

李宁财报发布后，8月13日，高盛发布研报表
示，李宁上半年业绩超预期，毛利率强劲，给予12个

月目标价103港元/股。

安踏、特步等均业绩向好
阿迪、耐克业绩不及预期

今年3月以来，国产运动品牌销售明显增长。除
了李宁外，特步、安踏、361度等国产品牌2021年上
半年业绩均向好。

安踏6月发布的2021年上半年业绩预告显示，
公司上半年经营利润将比上年同期增长至少55%。
安踏表示，今年上半年安踏主品牌的零售金额同比
增长35%-40%，FILA品牌产品的零售金额同比增长
50%-55%，旗下其他品牌产品的零售金额则增长
90%-95%。

7月，特步国际发布盈利预告称，2021年上半年
综合溢利同比将大幅增长不少于65%，零售销售同
比增速在40%-45%左右。

另外，鸿星尔克、贵人鸟等一些一度淡出消费
者视野的国产品牌，因在河南洪灾中捐款驰援郑
州，再次受到瞩目。鸿星尔克更是多次冲上微博热
搜，其抖音直播间创下点赞纪录，销售额呈数倍增
长，一度因订单过多导致系统崩溃。

而 另 一 边 ，阿 迪 达 斯（ADDYY.US）、耐 克
（NKE.US）等品牌在中国市场的业绩则不及预期。

阿迪达斯2021年第二季度财报显示，集团营收
同比增长52%，其中北美地区收入增速87%，欧洲、中
东和非洲地区收入增速99%，拉丁美洲增速230%，而
亚太地区增速只有66%。其中，大中华区是阿迪第二
季度唯一一个收入负增长地区，收入同比下滑16%。

红星资本局了解到，去年大中华区为阿迪达斯
共贡献约35%的收入，如今这一比例则降到19.8%。
据AI财经社报道，阿迪达斯CEO卡斯珀·罗斯特德
不得不承认，“现在中国市场的需求已经偏向中国
本土品牌，而不是全球品牌。”

耐克情况相对稍好。7月20日，耐克发布2021财
年年报，报告期内营业收入为445.38亿美元，同比上
涨19.08%；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净利润为57.27
亿美元，同比增长125.56%。其中，耐克在大中华区
销售额为19.33亿美元，同比增长17%，但这一数字
仍低于华尔街预期的22亿美元。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俞瑶 谢雨桐

形象简洁、线条浑厚、风格朴实……为致
敬奥运健儿，南充市仪陇县新政小学教师刘
秀珍创作了38幅剪纸作品，定格我国运动员
在东京奥运会上夺冠的精彩瞬间。

刘秀珍是一名剪纸爱好者，读大学时遇见
了何作霖和谢茂勤两位剪纸老师，何作霖是省

级剪纸艺术非遗项目传承人。得名师亲授，刘
秀珍找到了自己的风格，创作与生活密切联系
的剪纸文创作品，屡获大奖。如今，她也成为了
仪陇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剪纸传承人。

刘秀珍说，东京奥运会开幕式那天，她就
萌发了制作中国奥运冠军系列剪纸作品的念
头。闭幕式结束后，她开始动手剪制。

不过，要完成这批中国冠军的剪纸作品并
不容易。刘秀珍说，她先在网上找到冠军们的
照片，然后去了解每个运动项目，一遍遍观看
比赛视频，去揣摩运动员的动作，观察运动员
的身高体型、手指姿势、面部表情等，最后经过
筛选，融入剪纸的特色加以修改而成初样，再
进行钩画成草稿，经过进一步的描绘设计制作
成样板。经过复杂的程序和运用精细的剪纸技
巧，她最终才完成一幅剪纸作品的成品。

“这些可爱的运动员付出了许多汗水和
泪水才站上最高领奖台，让国歌在奥运会赛
场上奏响，让我们体验作为中国人的骄傲和
自豪。能够用自己最熟悉的剪纸艺术来描绘
他们，我感到非常荣幸。”刘秀珍说。在她创作
的38幅剪纸作品中，有跳水、射击、举重、击剑
……人物形态各异、栩栩如生。

刘秀珍还将剪纸带进校园，让学生了解剪
纸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并教授剪纸技艺。仪陇
县新政小学12岁小学生刘纪铭就是刘秀珍的一
名学生，在刘秀珍的指导下，她以跳水冠军全红
婵、射击冠军杨倩等为原型，创作了5幅精美的
剪纸作品。唐明平 张明 红星新闻记者 王超

关于蔚来车主、31岁的年轻
企业家林文钦在高速路上发生交
通事故，蔚来汽车刚刚发布声明
称，8月12日发生事故当天，为确
保高速碰撞后的事故车电池安
全，蔚来服务人员在事故车停车
场进行了断电作业，该作业本身
不会造成数据丢失。

蔚来同时表示，从事故发生
至今，一直在积极配合相关部门
按程序提交调查所需资料。公司
没有任何删改数据的行为，也没
有员工被警方传唤。

声明称，8月12日14时许，蔚
来用户林文钦在沈海高速涵江段
与正在作业的工程车相撞，不幸
罹难。为确保高速碰撞后的事故
车电池安全，当天17时许，蔚来服

务人员在事故车停车场进行了断
电作业，该作业本身不会造成数
据丢失。8月13日下午，经相关方
要求，在林先生家属的委托人和
警方的见证下，蔚来技术人员进
行了第一次现场数据提取。8月16
日下午，蔚来总部技术团队到达
莆田，配合警方及司法鉴定机关
进行下一步数据读取作业。

从事故发生至今，蔚来一直
积极配合相关部门的事故调查工
作，按程序提交调查所需资料。公
司没有任何删改数据的行为，也
没有员工被警方传唤。

声明称，为了表达对逝者的尊
重，在调查结果最终确认之前，蔚来
不会再发布关于此次事故的信息。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卢燕飞

昨天盘后的一个重要消息，
可能对市场影响会比较大。据报
道，软银集团表示，媒体对公司董
事长孙正义在业绩交流会上的发
言有误解，软银集团对中国的承
诺没有变化，并会继续投资中国
市场，以及帮助中国的企业家进
行持续创新。

这个消息，可能会引发A股市
场及港股市场在今天出现反弹。

8月10日，软银集团表示，将
暂停在中国开展新的投资。当时，
这个消息还是引起了较大的反
应。毕竟，软银集团是规模超过
1000亿美元的基金，投资了很多
中国的初创企业，比如阿里巴巴、
字节跳动等互联网巨头在初创时
就获得了软银的投资。8月11日开
始，恒生指数结束反弹，开始陷入
调整，尤其是互联网巨头公司，不
管跟软银有没有关系，股价都在
下跌。

昨天的盘面，还是比较惨淡，
沪深两市跌停个股很多。

跌停的个股，尤其要说几个。

首先是凯莱英，公布中报后，昨天
开盘不久就封死跌停了，深股通
净卖出1亿多，还有三家机构专用
席位大笔净卖出。凯莱英的跌停，
很重要的原因是高瓴减持了220
万股，也就是将手上50%的凯莱
英股份全部卖掉了。

高瓴著名的投资理念是“做
时间的朋友”，但当不到一年时间
收益就翻番时，先抛一半再说。

另外，宁德时代宣布，拟减持
永福股份不超过546.3万股。昨
天，永福股份直接一字板跌停，而
上周五，该股已经跌了13.71%。这
一波，宁德时代的操作，确实有点
伤人气，而且自身股价也有点受
伤，同时还带领整个新能源板块
集体调整。

说到半导体，士兰微昨天盘
后公布了半年报，上半年净利润
4.31亿元，同比增长1306.52%。今
天，到底是利好出尽，还是给股价
注入强心剂？到底会怎么走，一要
看业绩，二要看资金，还要看明天
市场情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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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佬改口了

李宁日赚5000万
安踏、特步业绩大涨

蔚来汽车：
断电作业不会造成数据丢失

启用“自动驾驶”功能 31岁企业家遭遇车祸去世 追踪

国潮国潮
崛起崛起

8月15日晚上，天下着雨，天
府新区东山大道合江加油站附
近，一辆大货车突然撞上了路边
的红绿灯灯杆，车头严重变形，司
机双腿被卡住，情况紧急。由于车
辆过高，医护人员只能坐在消防
队员肩上为其包扎。经过十多分
钟的救援，司机被成功救出。

当日22时44分，成都市高新
区新川专职消防队接到报警：位
于天府新区东山大道合江加油站
附近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一名司
机被困，情况紧急。随即，消防队
出动1车、7名指战员前往处置。因
路途较远，通讯员途中一直与报
警人联系，了解现场情况。

23时7分，救援人员到达事故
现场，经过初步了解，原来是由于
下雨视线差，车速过快，货车撞上
了路边红绿灯灯杆，一名司机下
肢被卡在座位下。

中队指战员立即展开紧急救
援行动，一边安抚被困人员情绪，
一边使用荷马特破拆工具组进行
破拆、顶撑。

23时10分许，司机的左脚被
成功移出，失血较多，需要进行现
场处理。由于车辆过高，救援空间
有限，医护人员只能坐在消防指
战员肩上对伤者进行简易包扎。
23时23分许，司机被成功救出。

陈龙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
记者 杜玉全 实习记者 胡恒瑞

8 月 16 日 ，环 球 音 乐 集 团（Universal Music
Group）宣布，公司在中国的运营架构迎来重大调
整，推出全新的“多厂牌运营战略”：Republic唱片将
在中国设立首个海外分部，在华语流行音乐史上曾
书写辉煌历史的音乐厂牌——宝丽金唱片（Poly-
Gram Records China）和EMI唱片（EMI China）将
重新登场，和环球音乐中国（Universal Music Chi-
na）一起，成为环球音乐集团在中国的一线厂牌。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环球音乐集团大中华区主
席兼首席执行官张松辉表示，此举旨在将华语音乐
内容提升至全新的战略高度，进一步加码对中国音
乐人和音乐内容的发掘与打造，寻找下一代华语流
行音乐的巨星，以期推动华语流行音乐在国际舞台
的影响力。

启动“多厂牌运营战略”
发掘中国市场的明日之星

欧美乐坛“顶流”厂牌Republic唱片、见证华语
流行音乐百年历史的EMI唱片、半世纪以来粤语流
行经典代名词宝丽金唱片，与环球音乐中国一起，
形成多厂牌并驾齐驱的品牌体系，这便是环球音乐
在中国的“多厂牌运营战略”。

“环球音乐一直秉持促进多种不同音乐风格发
展的策略，将新生代中国音乐人推向世界。多厂牌
运营架构的实施是对这一策略的进一步强化。”张
松辉介绍道，环球音乐集团也成为全球三大唱片公
司中首个在中国推行多厂牌运营的公司。

“吴佳伦、黄剑涛、叶玫君都是环球音乐的老
将，也是华语音乐市场上被高度认可的领导者。他
们中的任何一位都在这个行业里拥有超过25年的
从业经验，创造过傲人的唱片成绩。相信在四大厂
牌并行的全新架构下，环球音乐大中华区的顶级团
队将为本土音乐人提供更专业、优质、全面的支持，
以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和接轨国际的品质标准，发
掘来自中国市场的明日之星，助推华语流行音乐唱
响在更为国际化的舞台。”张松辉表示。

国际流行音乐“顶流”
推动中国音乐登上国际舞台

或许大家对Republic唱片有些陌生，它旗下汇
集了世界上最受欢迎、最成功的国际巨星，包括泰
勒·斯威夫特、爱莉安娜·格兰德、德雷克、威肯、波
兹·马龙等在全球范围内大获成功的当代流行歌手。

Republic唱片可谓是国际流行音乐领域“顶
流”，在过去十年Billboard的全球音乐厂牌排行榜上
七次名列第一。Republic唱片中国则是该厂牌设立
的第一个国际分支，资深音乐制作人、唱片行业高
管闻震被任命为Republic唱片厂牌主理人兼董事总
经理。

至于“宝丽金”，这个名字真是久违了。过去半
个世纪，宝丽金唱片作为粤语经典的代名词，书写
了一段华语流行音乐的传奇历史。宝丽金唱片重启
后，将由黄剑涛担任主理人，致力于发掘本土唱作
人、歌手加入旗下，与谭咏麟、陈慧娴、陈慧琳等实
力音乐人成为同门。

EMI唱片拥有上百年历史，可以说见证了华语流
行音乐的发展史。此次EMI唱片在国内的重新启动，
也标志着这一拥有辉煌历史的厂牌翻开了新的一页。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任宏伟 实习生 王祖曦

遭遇车祸大货车司机被困
医生坐消防队员肩上雨夜施救

8月 13日，李宁（02331.
HK）发布2021年年中业绩报告。
截至6月30日，李宁营收为
101.97亿元，同比增长65%；净
利润超19.62亿元，同比大涨
187%；毛利率上升6.4个百分点
至55.9%。其多项指标为2004
年上市以来同期历史最高水平。

李宁表示，取得喜人成绩是
因为集团针对疫情期间的各项销
售改善举措持续获得回报。同时，
得益于国内消费者对健康生活的
要求提升、对国产运动品牌的充
分肯定和大力支持。

红星资本局注意到，不仅是
李宁业绩向好，从目前安踏
（02020.HK） 、特 步 国 际
（01368.HK）等多家国产运动品
牌发布的业绩预告来看，上半年
营收均大幅增长。

环球音乐集团推“多厂牌运营战略”

宝丽金、EMI唱片
重新登场

四川仪陇一小学教师

创作38幅剪纸
再现奥运“夺金时刻”

刘秀珍展示她的剪纸作品

刘秀珍为刘纪铭传授剪纸技巧

医护人员坐在消防指战员肩
上为司机包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