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号称“要用互联网改变驾培行业”
网红驾校“猪兼强”破产

拖欠3万学员近2亿学费

得益于线上招生优势，猪兼强
吸金力备受瞩目，2016年至2018年，
猪兼强共收获4轮融资。

猪兼强极为重视营销推广，风
头最盛时，几乎每个身在深圳的人，
都曾看见过互联网学车平台“猪兼
强”的广告语：“学车就找猪兼强，非
挂靠，不中介，全直营，大品牌，有实
力，信得过”……公交车、地铁、小区
电梯、户外大牌随处可见。据报道，
2014年至2019年，猪兼强在运营的5
年时间内累计融资2.4亿元，但在广
告投入上花了4亿元。

此外，“猪兼强”驾校前期通过低
价策略招生，公司要进行大量补贴，极
大消耗了现金流。最后，随着资本的撤
退，原本掩盖在低价之下的质量问题
也被挖了出来，最终走向了破产。

据央视财经报道，一位深圳驾
培行业人士表示，驾校一个学员的
培训成本在5000元左右，互联网驾
校的招生主要是以低价作为噱头，

3000多元的收费没办法覆盖学员培
训的成本。

2016年，猪兼强因涉嫌虚假、夸
大宣传被通报。广东省消委会介绍，
猪兼强在招生宣传中夸大其词，虚构
事实、承诺拿证期限，涉嫌虚假宣传，
欺骗和误导消费者。公司还因未经许
可擅自从事机动车驾驶员培训，被广
州市海珠区交通局处以2万元罚款。

2020年4月，广东省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厅公布了2020年第一批用
人单位重大劳动保障违法行为，其
中猪兼强深圳分公司因拖欠138名
劳 动 者 2019 年 9 月 -11 月 工 资 约
100.01万元，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
罪而上榜。

在黑猫投诉平台上，猪兼强的
投诉量达343条，并且无一回复、无
一完成。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俞瑶
实习记者 陶玥阳

综合广州日报、央视财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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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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股有个传说，只要中国石
油大涨，行情就到了头，大盘就要
下跌。真不巧，昨天指数杀跌，又
恰逢中国石油大涨，看来中国石
油要来当这个“背锅侠”了。

历史上，中国石油大涨，往往
是一轮大跌行情的开始，一些老股
民可能会忍不住卖股票。但仔细想
一想，这轮中国石油的上涨行情，
已经持续很多天了，中国石油A股
从8月23日至今涨幅达30%。

中国石油和中国石化联动加
速上涨，市场有点不适应。实际上，
它们的基本面足以支持估值提升，
尤其是中国石化，正大规模转向新
能源及新能源材料提供商。当前，
它们正在脱离底部区域。

昨天，三大指数午后跳水，两
市成交额超1.5万亿元，连续第40
个交易日破万亿元。A股市场的
午后跳水，主要是大金融，以及近
期非常强势的资源品种钢铁、煤
炭、有色等集体大幅调整。

强周期这轮大涨，煤炭领衔，
原因在于供需错配。对于周期板
块，近期有两件事值得关注一下，
一个是有航运公司主动“冻结”运
价，天价运费或降温；另一个是推
动煤炭企业签订长期价格协定的
消息。这说明其实监管也好，产业
自身也好，都已经意识到上游资

源价格涨势不能太激进了。
昨天在指数杀跌之下，结构

性行情继续，仍然有资金愿意做
多华为概念、工业母机、锂电池、
有机硅、半导体等板块。

其实，今年以来，一直都是结
构性行情，1月的茅指数，3月的碳
中和，5月的芯片、光伏、锂电，以
及最近的资源股，每一轮行情资
金高举高打，规模都很大，超预期
地拉升上涨。在途中，把每一个预
测见顶的脸都打肿了，直到大家
对它们的上涨习以为常。

面对最近频繁的板块轮动，投
资者要保持耐心。越是这种时刻，
越要保持定力，所谓“善猎者善等
待”，一旦选准赛道就要坚定信心，
可能比频繁乱动的效果好一些。

昨天指数的杀跌，仍然定义为
正常的震荡，只是震荡的级别扩大
了。面对震荡，切勿被情绪带着跑，
一个中长期逻辑非常清晰、数据也
靠谱的板块，如果被大盘指数拖累
出现回调，反而是一个高性价比的
位置，是逢低吸纳的良机。

指数在重要关口前下蹲不是
坏事，如果没有特别大的利空出
现，昨天的杀跌，大概率是下蹲的
过程。未来几天，关注指数止跌迹
象以及是否有新热点的诞生。

（张道达）

指数跳水，行情结束了吗？

福彩

体彩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21247期开奖结果525，直选：26678

注 ，每 注 奖 金 1040 元 ；组 选 3：20636 注 ，每 注 奖 金 346 元
（41492856.63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21247期开奖结果：52531，一等奖259
注，每注奖金10万元。（352805684.14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7星彩第21107期开奖结果：393192+0，一等
奖：0注；二等奖：4注，每注奖金150362元；三等奖：28注，每注奖金
3000元。（250452775.72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21年11月15日)

兑彩票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3D”第2021247期开奖结果：
121。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双色球”第2021105期开
奖结果：红色球号码：10 14 15 22 27 32 蓝色球号码 09

（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从公告中看，猪兼强是被债务压
垮的。公告称，猪兼强已不能清偿到期
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
也不具备重整、和解的条件。广州中院
已于2021年8月31日作出（2020）粤01破
199-5号《民事裁定书》，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百
零七条的规定，裁定宣告广东猪兼强
互联网科技有限公司破产。

如今彻底退出市场的猪兼强，曾
红极一时。公开资料显示，猪兼强成立
于2014年9月2日，注册资本1281.25万
元，法人代表为陈志林。成立之初，猪
兼强就提出要“以互联网思维改造传
统驾培行业”。其采取“互联网营销+自
营驾校”连锁运营模式，线上通过淘
宝、京东、微信等网络平台投放学车广
告并收取学员学费，线下全资或控股
广州、杭州等地驾校，通过集团内部协
议方式安排其控股或合作驾校与学员
签订培训合同，由驾校负责学员培训
与辅助考证工作。

猪兼强提出的“非挂靠、不中介、
全直营”的商业模式，直接打通线上线
下，免去中间商赚差价，击中了驾考行
业收费不透明的痛点，吸引了大量学
员报名。

猪兼强曾在公司网站上宣称有20
多万学员，按每名学员学费5000元计
算，猪兼强仅学费收入就高达10亿元。

但在2019年，这样一个营收近10亿元
的平台“爆雷”。有不少消费者反映，自
己缴费报名后，还没有进行过任何学
习和考试，线下运营点就已关停或搬
迁，负责人也不见踪影。

也是从2019年开始，猪兼强频频被
法院列为被执行人及失信被执行人。截
至目前，猪兼强仍有3条失信被执行人
信息，均为有履行能力而拒不履行生效
法律文书确定义务。累计终本案件338
件，执行标的总金额580万元，未执行比
例99.9%。陈志林本人也成为限高人员。

2020年7月16日，广州中院裁定受
理猪兼强公司破产清算一案。

据广州中院此前的通报，猪兼强
公司在册学员约4.24万人，已消化学员
约0.9万人，未消化学员约3.34万人，未
消化学员中广州地区有2.1万人（其中
约5000人为合作驾校学员）。以C1手动
挡学费5980元作为预估计算，待退学
费约2亿元。

值得一提的是，有不少学员当初
报名的时候被猪兼强工作人员推销分
期付款，推销的分期贷款平台为大鹅
好车。天眼查APP显示，大鹅好车为鼎
誉融资租赁（深圳）有限公司旗下品
牌，做助贷业务。

有学员称，猪兼强都快倒闭了，自
己却还要每个月还钱给大鹅好车，如
果不还，每天利息4元。

“猪兼强”，曾
是广东网红驾

校，号称“要用互联网改
变驾培行业”。如今却因
负债累累，最终走向破
产。9月10日，广东猪兼
强互联网科技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猪兼强”）破
产管理人通过官方微信
发布公告，称广州市中级
法院已于8月31日裁定
猪兼强破产。

网红驾校破产
待退学费待退学费22亿元亿元 涉及涉及33万名学员万名学员

低价策略、激进营销
资本退却后资本退却后 猪兼强猪兼强““趴下了趴下了””

99月月1313日晚日晚，，天齐锂业天齐锂业（（002466002466..
SZSZ））公告宣布启动港股上市公告宣布启动港股上市，，募集的募集的
资金主要用于债务偿还资金主要用于债务偿还、、产能扩张和产能扩张和
补充运营资本补充运营资本。。这是这是20182018年天齐锂业年天齐锂业
港股发行失败后港股发行失败后，，第二次冲击港股第二次冲击港股。。

随着锂盐价格回暖随着锂盐价格回暖，，手握全球最手握全球最
大的硬岩锂矿和世界卤水储量最大大的硬岩锂矿和世界卤水储量最大、、
品位最高的盐湖品位最高的盐湖，，天齐锂业的股价较天齐锂业的股价较
去年同期上涨超去年同期上涨超44倍倍，，总市值一度超过总市值一度超过
20002000亿元亿元。。

然而然而，，天齐锂业以天齐锂业以““蛇吞象蛇吞象””的方的方
式并购海外优质锂矿资产时式并购海外优质锂矿资产时，，正值锂正值锂
价低谷价低谷，，加上港股融资失败加上港股融资失败，，给公司带给公司带
来了沉重的财务负担来了沉重的财务负担。。如果此次顺利如果此次顺利
在港股上市在港股上市，，天齐锂业或将摆脱并购天齐锂业或将摆脱并购
遗留的债务问题遗留的债务问题。。曾在矿业周期顶点曾在矿业周期顶点
上上““失足失足””的天齐锂业的天齐锂业，，能否抓住这一能否抓住这一
轮锂价上行周期的风口轮锂价上行周期的风口？？

上半年净利不足1亿
撑起1800亿市值

新能源汽车无疑是近年来最大的
行业风口。

数据显示，2010年-2020年，中国
新能源汽车产量增长了174倍。2021年
上半年，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国
内新能源汽车新注册登记量达110.3
万辆，同比增长234.9%。

激增的市场需求下，作为锂电池
核心原料的锂盐，也迎来新一轮上行
周期，价格一路疯涨。作为曾经亚洲最
大锂生产商的天齐锂业，股价较去年
同期上涨超4倍，总市值一度超过2000
亿元。截至9月14日，天齐锂业收报
124.2元/股，总市值1834.56亿元。

但实际上天齐锂业才刚刚实现扭

亏为盈，并未远离危机。从2019年第四
季度开始，天齐锂业所有报告期全部
是大额亏损状态。直到今年上半年，天
齐锂业才实现营收23.51亿元，净利润
0.86亿元。

以不到1亿元的净利润支撑起近
1800亿元的市值，这无疑是资本市场
看好天齐锂业的前景和高成长性，其
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它“家里有矿”。

通过两起海外并购，天齐锂业拥有
全球最大的硬岩锂矿和世界卤水储量最
大、品位最高的盐湖。债务危机解除后，
受益于电动车与储能大发展的需求驱
动，未来两三年锂市景气是大概率事件，
天齐锂业的业绩有望迎来突飞猛进。

多家机构都对天齐锂业给出了
“买入”、“增持”评级。不过对于天齐锂
业当前的市值，有业内人士向红星资
本局指出，“这显然是被高估了，把未
来多年的成长空间都算进去了，透支
了较为长远的未来预期。”

“蛇吞象”式海外收购
一场腾飞一次危机

天齐锂业被市场看好的两大海外
矿产，都来自两场“蛇吞象”式的并购。
第一场资本运作，天齐锂业赢了，从此
走上发展的快车道；第二场则险些将
公司推入深渊，不仅背负上了巨额债
务和财务费用，长期拖累公司业绩，甚
至资金链一度出现危机。

天齐锂业2010年登陆深交所中小
板时，营收不足3个亿，净利润不足
5000万元。2012年的第一次收购，让天
齐锂业一跃成为全球锂业龙头。

当时全球最大的锂矿公司泰利森

和洛克伍德达成一致，洛克伍德将收
购泰利森全部股份并将其退市。一旦
收购完成，全球锂产业上游资源将集
中到SQM、FMC和洛克伍德手中，下
游厂商的话语权进一步降低。

彼时，天齐锂业的锂辉石原料来
自泰利森，为了避免命脉落入他人之
手，天齐锂业紧急启动拦截式收购。
2013年，天齐锂业通过定向增发募资
40亿元，最终以30.41亿元的价格收购
了泰利森51%股权。

收购完成后的2014年至2017年间，
天齐锂业净利润从1.31亿元飙升至
21.45亿元。机构Roskill的报告显示，按
2017年的产量计，天齐锂业是世界第三
大以及亚洲最大的锂化合物生产商。

从第一场并购中尝到甜头的天齐
锂业，大胆地开启了下一场“蛇吞象”
式的并购。2018年6月，天齐锂业公告
称，拟以40.66亿美元收购全球盐湖巨
头智利矿业化工（SQM.US）23.77%的
股份，成为SQM第二大股东。

这其中，只有2.41亿美元来自天
齐锂业自有资金，35亿美元则来自中
信银行牵头的境内外银团，其资金杠
杆达到6.18倍。

SQM是全球两家公司得以在阿
塔卡玛盐湖开采锂矿的公司之一，而
阿卡塔玛盐湖是全世界锂浓度最高、
储量最大、开采条件最成熟的盐湖。

供大于求锂价走低
高额利息费用吞没利润

但碳酸锂价格从2017年底开始就
有下滑的趋势。

为追求锂矿的高额利润，国内上

市公司纷纷围绕锂辉石矿山、锂盐湖、
锂云母及其相关产业进行巨额投资和
产能扩张，海外锂矿业巨头也在加紧
恢复产能，新增锂盐产能不断释放。与
此同时，2019年，中国新能源汽车补贴
退坡，碳酸锂下游需求出现萎缩。

供大于求下，锂价进入下行空间。
天齐锂业的盈利空间也不断被压缩，
其股价开始跟随锂价一路下跌。

2019年，天齐锂业对SQM进行了
高达52.79亿元的巨额商誉减值，导致
2019年的亏损金额达到59.83亿元。过
高的杠杆还带来了高额利息费用，吞
没了公司的利润。

这种情况下，天齐锂业不出意料地
出现了贷款逾期和业绩亏损，2020年亏
损18.34亿元。巨额债务重压下，天齐锂
业陷入了流动性不足-影响生产和扩
充-利润下降-债务增加的死循环。

直到2020年底，天齐锂业以泰利
森24.99%的股权和澳洲奎纳纳项目
49%的股权为代价，以增资扩股的方
式引入了战略投资者IGO，后者以现
金出资14亿美元。

截至今年6月战投完成交割之前，
天齐锂业背负的贷款包含本金及利息
在内，有30.84亿美元。用12亿美元还
贷后，天齐锂业的负债率将从83%降
低至63%。

而剩余的贷款还有18.84亿美元，
其中6.84亿美元A+C类贷款展期后将
于2022年11月到期，12亿美元B类贷
款展期后将于2024年11月到期。

业内人士向红星资本局表示，天
齐锂业港股上市或将解决债务危机，
不过仍存在很多不确定性。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吴丹若

天齐锂业重启港股上市
家里有矿，兜里缺钱？

曾经猪兼强的户外广告随处可见曾经猪兼强的户外广告随处可见

广东泰恩康医药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泰恩康”）将于9月
15日创业板IPO上会。这是继
2019年8月，该公司上市申请遭发
审委否决之后，再次冲击创业板。

泰恩康来自广东汕头，主
营业务为代理运营销售医药、
医疗器械以及自主研发、生产、
销售自主品牌的中成药、外用
药、医疗器械及卫生材料等产
品，医药研发、仿制和代理领域
均有所涉及。

代理运营业务曾是公司主要
收入来源，直到2020年之前，代
理运营业务都为公司贡献了超
过70%的收入。2020 年，公司口
罩的营业收入达2.39亿元，占营
业收入的33.76%。但随着疫情的
逐渐好转及市场供需的变化，公
司口罩的销量、销售价格和毛利
率可能无法维持在前期的较高
水平。

泰恩康再次闯关创业板的另
一大优势来自其自研药的推出：
2020 年 8 月，泰恩康自主研发的

“爱廷玖”盐酸达泊西汀片正式投
放市场销售。“爱廷玖”是一种用
于治疗18至64岁男性早泄（PE）
的药物。

泰恩康称，“爱廷玖”盐酸达

泊西汀片是国内首家按照化药4
类申报，并按照与原研质量一致
性评价要求获批的同类品种，为
国内“首仿”，其质量、疗效与原研
药品等同。

男性药物一直都具有较大市
场潜力。泰恩康的“爱廷玖”上市
后同样销量不俗。“爱廷玖”于
2020 年 8 月开始上市销售，至
2021年6月底上市仅10个月，共
实现销售收入1.31亿元。

同时招股书还显示，公司的
“爱廷玖”盐酸达泊西汀片参与了
第三批国家药品集中采购，并以
67.38 元/盒（规格：30mg×2 片，
33.69元/片）的价格中标。

泰恩康在招股说明书中表
示，公司自主研发药品相关的核
心技术均来源于山东华铂凯盛及
其成员。2015年10月，泰恩康和樟
树市华铂精诚投资管理中心（有
限合伙）（以下简称“华铂精诚”）
共同出资设立了山东华铂凯盛，
其中泰恩康出资550万元，占55%
出资比例；华铂精诚出资450万
元，占45%出资比例。

2020年末，评估价超过3亿元
的 山 东 华 铂 凯 盛 ，净 资 产
为-2100万元。 成都商报-红星
新闻记者 俞瑶 余冬梅

中消协14日发布节日消费提
示，提醒消费者购买月饼、螃蟹等
节令食品的注意事项，敦促经营者
切实履行法定义务和社会责任。

选购月饼要理性看待“保健”
“无糖”等概念，注意查看生产许可
证号和有无食品生产许可“SC”标
志，了解保质期、保存条件。对于散
装或者现场制售的月饼，要注意查
看月饼色泽、形状、气味等，并仔细
查看现场卫生状况。

消费者尤其要注意防范“螃
蟹券”套路。很多消费者反映“一
券在手，螃蟹难求”，有“螃蟹券”
却兑换不到螃蟹，收到的螃蟹缩

水严重、缺斤短两。建议消费者尽
量选择正规线下实体商家，或信
誉较高的电商购买大闸蟹。

在外出游玩方面，为避免影响
游玩体验，建议消费者一定要提前
在景区官方网站或者电话查询了
解景区相关规定，按照要求进行预
约，做足准备，文明出行。警惕“会
员免费畅游”“0元旅游团”“超低
价畅住”等明显低于合理价格的
揽客行为，防止落入黑心商家陷
阱。与商家签订旅游服务合同时，
要仔细阅读合同条款，特别是涉
及吃、住、行的标准以及双方权利
义务、违约责任等内容。据新华社

中消协发布消费提示：
月饼要看“SC”标志 防范“螃蟹券”套路

泰恩康再谋上市
去年3成收入靠卖口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