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格力手机又要出新手
机了。

红星资本局注意到，9
月11日，博主@熊猫很禿
然爆料，新款格力手机（大
松子品牌）的工信部入网照
曝光。该手机采用挖孔直
屏，前部面板和后盖中框均
为白色。

据报道，这款正式入
网的格力新机正是格力电
器所属手机品牌大松旗下
的一款新机。从参数配置来
看，这款手机定位为中端机
型，该手机前置的自拍镜头
像素为800万，后置三摄，
其 中 主 镜 头 的 像 素 为
6400 万 ，预 计 售 价 在
2500元至3000元之间。

事实上，格力手机布
局已有多年。早在 2015
年，格力电器便创办了格力
手机品牌，当年格力发布了
旗下第一款手机；2016年
6月，格力2代上市，定价
达3599元。此后，格力陆
续推出多款手机，但配置基
本都落后于华为、小米、
VIVO等主流手机厂商。

整体来看，格力在手
机领域的产品推出频率并
不算高。在格力手机官网商
城中，仅有 TOSOT G5
版本的手机在售，格力商城
页面还重点介绍了大松
5G手机的“智慧互联”功
能，虽然这款大松手机在配
置和性能方面都有了不小
的提升，但与竞品相比，销
量依然惨淡。

分析人士认为，格力
不放弃手机业务，或为格力
智能家居生态做准备。智能
家居生态是行业大势所趋，
而手机是主要的连接载
体，每个家电企业都希望打
造自身的智能家居生态的
大环境。格力做手机有利于
将格力智能家居生态核心
的用户、数据牢牢掌控在自
己手中，避免用户数据流失
等的同时，进一步增强用户
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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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租售

成都市金稻粮食购销有限责
任公司资产出租公告

拍租标的： 成都市郫都区唐昌
镇西南路45号7栋， 面积619.3
㎡，租赁期限三年，竞拍起始价

22295元/年。 网上竞拍报名截
至时间：2021年9月17日下午16
时。自由报价时间：2021年9月13
日9时至2021年9月20日 10时 。
报名方式： 登录成都市公共资
源交易中心网站注册报名 。联
系电话： 肖萍，028-65491515，
交 易 中 心 咨 询 电 话 ：028 -
87910621。

9月10日晚间，市场监管总局
官网发布了一则关于“依法对三家
汽车芯片经销企业哄抬价格行为
作出行政处罚”的消息，三家企业
分别为上海锲特电子有限公司、上
海诚胜实业有限公司、深圳市誉畅
科技有限公司，因哄抬汽车芯片价
格行为共处250万元人民币罚款。

市场监管总局表示，今年以
来，汽车芯片生产商、授权代理商
等 销 售 芯 片 价 格 上 涨 幅 度 为
10%-15%，个别芯片上涨50%。有
个别经销企业趁机恶意抢购短缺
芯片，大幅加价销售，哄抬价格，
牟取高额利润。经查，上海锲特、
上海诚胜、深圳誉畅3家经销企业
大幅加价销售部分汽车芯片，如
进价不到10元的芯片，以400多元
的高价销售，涨幅达40倍。

8月3日午间，国家市场监管总
局发布通知称，针对汽车芯片市场
哄抬炒作、价格高企等突出问题，
市场监管总局将根据价格监测和
举报线索，对涉嫌哄抬价格的汽车

芯片经销企业立案调查。
市场监管总局表示，汽车芯

片是汽车制造业重要元件，一辆
普通汽车需要芯片200多颗，新能
源汽车则至少需要500颗。汽车芯
片短缺导致我国汽车产销明显下
降，我国6月份乘用车产销分别完
成155.5万辆和156.9万辆，环比分
别下降3.8%和4.7%。与此同时，国
内有个别不法商贩、游资集团恶
意抢购芯片，囤积居奇、哄抬价
格，造成部分汽车芯片价格持续
上涨，有的上涨3-10倍，个别上
涨达30-40倍，严重影响了我国
汽车行业有序生产和健康发展。

在调查中，市场监管总局发现
上海锲特、上海诚胜、深圳誉畅3家
经销企业大幅加价销售部分汽车
芯片，如进价不到10元的芯片，以
400多元的高价销售，涨幅达40倍。

9月7日，市场监管总局依法
对三家经销企业哄抬汽车芯片价
格行为作出行政处罚，共处罚款
250万元。 据每日经济新闻

备受市场关注的黑石收购
SOHO中国一事又有最新进展。9
月10日下午，SOHO中国发布公
告称，黑石集团决定不就收购公
司股权做出要约。

SOHO中国出售事宜，一直
备受业界关注。回查相关公告可
以发现，2021年6月16日，SOHO
中国与要约方黑石集团共同宣
布，黑石同意以每股5港元的价格
全 面 要 约 收 购 SOHO 中 国 约
47.32亿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91%，要约的最高对价236.58亿港
元（约30亿美元）。

据披露，该项要约收购达成
有三项先决条件，第一个条件就
是，要约方根据中国反垄断法就
要约向市场监管总局提交经营者
集中申报并获其受理，市场监管
总局根据中国反垄断法对要约予
以批准或视同批准。

公告还特别强调，该项先决
条件不得被豁免。

7月6日，SOHO中国发布公
告称，将延迟寄发有关此前黑石
要约收购事项的综合文件。

8月6日晚，SOHO中国公告
要约进展消息称，要约方收到中
国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于8月2日签
发的通知，对要约方根据中国反垄
断法提交的申报正式立案审查。

9月6日，SOHO中国再度发
布公告称，要约方已提供进一步
文件及材料，以回应监管机构关
于补充额外信息的要求，而要约
方已从中国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获
悉审查工作仍在进行。要约方已
被进一步要求提供更多信息供监
管机构审查。目前不确定审查程
序将于何时完成。

4天后的9月10日，SOHO中
国宣布交易终止，不再进行要约。

SOHO中国近年来还频繁通
过出售资产回笼资金。据统计，近
5年来，SOHO中国通过出售资
产累计套现近300亿元。

日前，SOHO中国发布的半
年报显示，今年上半年公司实现
营业收入8.05亿元，实现净利润
3.4亿元。截至今年6月底，公司投
资物业的账面价值约636亿元。

据上海证券报

上周，沪指收出五连阳，周涨
幅为3.39%，成功站上3700点。就在
距离年内高点仅一步之遥时，市场
开始出现震荡。上周五，两市成交
额仅半日就突破万亿，但盘中出现
剧烈波动，出现了明显的高低切
换。沪指距离新高只有不到1%的
距离了，本周能否轻松冲关呢？

牛博士：达哥，你好，对上周的
市场简单点评一下吧，我觉得指数
虽然看起来很强势，但赚了指数不
赚钱的情况也很明显。你怎么看？

道达：上周前半段，带动指数
拉升的主要力量是大金融、中字头
和周期股，但在煤炭钢铁等涨价题
材掀起涨停潮之后，便开始降温。
周五煤炭钢铁成为背景板，银行、
证券、中字头等皆冲高回落，调整
超过一个月的半导体后来居上，成
为领涨板块，表明资金尝试高低切
换，市场或继续维持结构性行情。

赚了指数不赚钱，一方面是由
于一些朋友持仓过于集中在某一方
向，结构性行情，市场资金炒作并未
轮动到自己持仓的方向。另一方面
则是由于多数人持仓过于分散，上
涨的收益并不能弥补下跌的损失。

押错方向赚不了
钱，分散过度也赚不
了钱，操作难度的确
有点大。但是达哥认
为，越是这种时刻，越

是考验大家前瞻逻辑和研究能力
的时刻，选准赛道坚定信心，比频
繁乱动的效果好一些。

牛博士：上证指数距离新高
只有不到1%的距离了，本周是不
是能轻松冲关呢？

道达：上证指数在目前阶段
属于强势震荡，可以看作是在为
冲前高蓄力。我个人认为，冲过前
高的概率比较大，但从时间上来
说，震荡还不够。上周五，指数在
盘中出现过一波小跳水，这种频
繁左冲右突的震荡情况，在本周
的前半段时间，很可能还会继续。

牛博士：8月A股新增投资者
187.46万，同比增长4.43%，期末
投资者达1.9亿。资金是在跑步入
场吗？市场是不是又到了众人皆
醉我独醒的时刻？

道达：单从投资者数据来看，
资金跑步入场，是很片面的。纵向
比较投资者数据，我们可以看到，
截至今年8月份，A股新增开户数
高于过去十年里的多数年份，但
仍低于2020年和2015年。

券商这些年大力推动财富管
理业务，已经把不少股民转换为
基民，包括新开户的股民，有不少
也是在券商渠道买基金理财的。
所以，仅从新增投资者的数据，来
判断市场人气是否过热，已经不
是很准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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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价不到10元却卖400多元

3家芯片经销商哄抬价格被罚

黑石放弃收购SOHO中国

潘石屹夫妇“套现梦”黄了

赚了指数不赚钱，咋办？
——道达对话牛博士

值得一提的是，据媒体报道，数
码圈知名测评博主王自如已入职格
力，成为格力手机部门负责人。这款
新入网的手机，将是王自如入职格力
的首部作品。

公开资料显示，早在2009年，王
自如于中国香港读研期间，便开始做
数码产品的开箱视频，以平民化、极
客风以及独特的语言风格走红并获
得认可。2012年6月，王自如创办一家
主打电子产品测评及问答的科技资
讯网站——载乐网络科技ZEALER，
吸引了诸多科技发烧友粉丝，并拿到
了雷军天使轮投资。

但王自如和ZEALER口碑的标
志性转折点，是在2014年被网友质
疑收钱做测评、黑锤子手机之后，其
与罗永浩的那场著名直播辩论，吸
引了近200万用户观看。直播辩论
中，王自如表示绝对独立、客观、公
正，但大多网友认为罗永浩在专业
性和逻辑性等素养上超过王自如。
这一事件出圈也致使王自如口碑受
挫，但另一方面也大大提升了他的
圈外知名度。

此后，ZEALER也走向了下坡
路。红星资本局注意到，截至9月，在
B站上，ZEALER粉丝数为83万，粉丝
量已经被多个数码频道超过。

红星资本局通过天眼查APP看
到，王自如已经退出该公司股东行
列，同时不再担任该公司执行董事、
总经理职务。

退出ZEALER选择入职格力电
器的王自如其实与董明珠早有交集。
根据王自如的微博内容显示，他与董

明珠已相识多年，2016年、2017年，他
都在微博上晒出过与董明珠的合影，
并与格力官方微博互动频繁，去年还
多次参与董明珠的全国巡回直播带
货活动取得佳绩。

有业界认为，王自如加盟格力
是董明珠营销变革、转型直播的动
作之一。

2020年全年，董明珠直播带货13
场，包括8场全国巡回直播，直播总销
售额达到476亿元。2021年6.18当天，
王自如再次参与董明珠“智惠618·健
康生活家”直播活动，最终格力6.18
线上线下新零售全渠道的总销售额
为102.7亿元，再次打破了家电单场
直播销售额的纪录。

加盟格力对数码测评界失意的
王自如或是最好的出路。但有网友
表示对王自如能力和资历的质疑，
调侃他“忽悠到董明珠了”，认为他
的合适职位应当是直播签约主持
人、新媒体部门，还有网友认为王自
如的低口碑会降低格力的调性。也
有网友表示看好王自如，认为他擅
长互联网营销。

天风证券也表示，格力电器在直
播模式上的成功有望进一步加速该
公司渠道变革，短期的波动实为龙头
企业整合市场带来了契机。

数码圈知名博主加盟，新款手机曝光

格力的“心机”
不在手机，在智能家居

今年4月，格力公布的2020年年
度报告显示，2020年实现营业总收
入1704.97亿元，同比下降14.97%；
实现归母净利润221.75亿元，同比
下降10.21%。而同时发布年度报告
的美的数据为：2020年实现营业收
入2857.10亿元，同比增长2.27%，实
现归母净利润272.23亿元，同比增
长12.44%。

相比之下，格力的“成绩单”要
黯淡许多。回顾2019年，格力营业收
入2005.08亿元，归母净利润246.97
亿元；美的营业总收入2793.8亿，归
母净利润242.11亿，彼时格力在净
利润上仍保有微弱优势。而2020年，
格力在营收和净利上遭到美的全面
压制。

市值上，按照年报发布时股价
计算，美的市值也已经超过格力
2000亿元。

综合数据来看，格力电器自
2016年至2019年期间空调营收长
期位居首位；自2020年起，美的
集团在空调业务营收上实现反
超。至于海尔智家，空调业务对
其来说曾经是短板，但其正着力
于高端市场，目前其增长曲线相
对稳定。

在2020年6月格力电器的一次
大会上，董明珠就指出格力的渠道
变革太晚，她表示将亲自负责销售
业务，彻底颠覆过去单一的线下生
产销售模式，将线上线下融为一体。
因为线下不仅关乎上百万员工的就
业，也可以服务线上。“未来要把线
下变成体验店，让线下成为休闲、享
受、交流的地方。”

有分析认为，眼下格力面临的
局势较为严峻，传统主业承压下，其
手机、智能家居、新能源等多元化布
局也仍在迷雾中。

为了推进产业结构多元化，
近年来格力不仅频频试水直播推
进销售渠道电商，还不断回购股
权实施股权激励等措施。红星资
本局注意到，9月12日，格力第三
期回购股份完成，本次回购累计
买入公司股份3.16亿股，成交总金
额约150亿元。

如今随着格力新手机曝光，知
名数码博主王自如加盟，其多元化
的转型之路是否能加速前进，还有
待时间检验。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杨程

知名测评博主
成格力手机部门负责人

“千年老二”美的
反超格力市值2000亿

寻求寻求
破局破局？

频繁走访汽车制造企业

2018 年，一汽奔腾与小米 MIUI
达成战略合作，宣布共同打造为用户
创造价值的互联网生态运营体系。一
汽奔腾成为首次尝试小米“快应用”的
汽车厂商。

此后，一汽奔腾携手小米联手打

造智能汽车新体验。在双方的战略合
作中，基于小米面向用户体验的技术
与资源优势，打造一汽轿车专属服务；
全面打通奔腾生态体系与小米生态体
系的全方位对接。

今年3月30日，小米集团宣布造
车，进军智能电动汽车行业。

根据小米集团公告，公司董事会
批准智能电动汽车业务立项，为此成
立一家全资子公司，雷军将兼任该业
务首席执行官。资金方面，小米集团计
划首期投入 100 亿元人民币，未来十
年投资 100 亿美元。9 月 1 日，小米汽
车正式注册。

为了加速切入汽车领域，小米自
官宣造车以来，频繁走访汽车制造企
业和供应链企业。据雷军介绍，自宣布
造车至正式注册公司的 5 个月间，团
队进行了大量的用户调研和产业链考
察，调研访谈 2000 多次，拜访并深度
沟通交流十多家业内同行及合作伙
伴，同时紧锣密鼓地推进汽车的产品
定义和团队搭建。

重点发力L4级自动驾驶

如今，汽车行业开启电动化、智能
化时代，消费者对车的需求从单纯的
出行场景变成多场景的融合。

以谷歌、苹果、百度、华为、小米
等为代表的科技公司纷纷进入汽车
市场，依托其强大的 ICT 技术储备、
研发实力、资金优势以及生态优势，
重点布局高阶自动驾驶、云平台、车
联网等领域，正在加速推进汽车智能
化发展。

不过，目前国内大部分智能
汽车还处于 L1、L2 级，处于智能
化的初始阶段。国金证券认为，未
来随着5G-V2X逐步商用、高清
地图和车路协同落地，以及单车
智能化水平不断提高，智能驾驶
将逐步从L1/L2到L3/L4直至L5
跨越。

为了实现 L4 自动驾驶目
标，小米今年来多次发布自动驾
驶相关招聘信息，雷军也曾亲自

“把关”。雷军表示，小米汽车自
动驾驶部门招聘 500 名技术人
员，自研行业领先的 L4 自动驾
驶能力。

值得注意的是，为了推动小
米汽车进程，小米近期还收购了
有较强自动驾驶研发能力的自动
驾驶技术公司深动科技。

实际上，小米在官宣造车之
前，早已有所准备。据国金证券统

计，小米目前投资布局有关智能汽车
领域企业共有56家，其中智能驾驶布
局17家企业，智能电动布局6家企业，
智能座舱布局7家企业。

综合吉林省人民政府网、中国证
券报等

小米造车又有新进展

雷军赴一汽谈合作
雷军为了造车四处雷军为了造车四处

奔走奔走，，这一次这一次，，他到了东他到了东
北吉林北吉林。。

据吉林省人民政府据吉林省人民政府
官网官网99月月1111日发布的消日发布的消
息息，，吉林省委书记景俊吉林省委书记景俊
海海，，省委副书记省委副书记、、省长韩省长韩
俊近日在长春会见小米俊近日在长春会见小米
集团创始人集团创始人、、董事长兼董事长兼
首席执行官雷军一行首席执行官雷军一行。。

雷军表示雷军表示，，一定抢一定抢
抓汽车产业与消费电子抓汽车产业与消费电子
深度融合的有利契机深度融合的有利契机，，
充分发挥自身科技创新充分发挥自身科技创新
和生态整合优势和生态整合优势，，主动主动
加强与吉林汽车企业对加强与吉林汽车企业对
接合作接合作，，更好地夯实汽更好地夯实汽
车生产基础车生产基础，，努力打造努力打造
高品质汽车产品高品质汽车产品。。

在吉林期间在吉林期间，，雷军一雷军一
行还到中国一汽就合作行还到中国一汽就合作
事宜进行深度对接洽谈事宜进行深度对接洽谈。。

王自如和董明珠早有合作

格力的新款手机

营销营销
变革变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