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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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盘大跌你慌吗？
——道达对话牛博士

福彩

体彩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21254期开奖结果949，直选：7799注，

每注奖金1040元；组选3：6209注，每注奖金346元（40775393.11元
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21254期开奖结果：94901，一等奖13
注，每注奖金10万元。（339553846.26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7星彩第21110期开奖结果：719649+7，一等
奖：0注；二等奖：2注，每注奖金163795元；三等奖：26注，每注奖金
3000元。（263590170.47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21年11月22日)

兑彩票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3D”第2021254期开奖结果：
160。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双色球”第2021108期开
奖结果：红色球号码：26 32 15 11 24 18 蓝色球号码 09

（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一场意外
“钢二代”紧急回国接班

据公开资料显示，1987年初，李海
仓集资40万元建起了洗煤焦化厂，此后
陆续将触角伸向钢铁、投资、水泥、房地
产等行业。其中钢铁产业的规模越做越
大。1992年，李海仓成立了山西海鑫钢
铁集团有限公司，总资产一度达30亿
元。事业上斩获颇丰的李海仓也将子女
李兆会和李兆霞送往澳洲留学深造。但

2003年的一场意外让李兆会结束学业，
被家人紧急召回。

据当时媒体报道，凶手冯引亮曾
是李海仓好友，因生意受挫，想将其
转包给他人的土地以160万元的价格
强卖给海鑫钢铁集团，在遭到李海仓
拒绝后，冯引亮行凶杀人，之后当场
自杀身亡。李兆会回国后，在家人支
持下，开始接掌山西最大钢铁集团海
鑫钢铁，猝不及防中成为这个“钢铁
王国”的新主人。

也正是李兆会执掌海鑫钢铁集
团的头几年，国内钢铁价格回暖。李
兆会抓住机遇，积极更新设备，扩大
产能。2003年下半年，海鑫钢铁集团
投资一亿元建起了高炉煤气发电厂，
完成了对高炉和转炉的改造工程。就
在当年，海鑫钢铁集团总产值便超过
50亿元，超过了此前多年业绩。第二
年，海鑫钢铁集团总产值达到70亿
元。2008年，凭借抛售手中所持的民
生银行股份，李兆会成功套现超过10
亿元，资产规模达到125亿元，顺利成
为最年轻的山西首富。

跌落神坛
百亿家财散尽成“老赖”

但好景不长，随着产业行情不景

气，2014年海鑫钢铁被曝出拖欠员工近
半年工资，欠缴税金过亿元。这家曾经
风光无限的企业陷入债务危机。当年6
月，撑不下去的李兆会申请破产。2015
年海鑫钢铁破产，而李兆会的股权也被
收购。

同时，李兆会还要面对近千名的债
权人。据当时运城市中院查明，截至
2015年5月25日，总计954家债权人申报
债权总额为234.09亿元，确认债权143
亿元，不予确认的债权23.9亿元，待确
认债权66.7亿元，待确认债权包括税收
债权、担保债权和普通债权。

2017年12月，上海高级法院将李
兆会列为失信人名单，并限制其出
境；2018年山西太原中级人民法院发
布的敦促被执行人履行法定义务的
通 告 也 显 示 ，李 兆 会 早 已 成 了“ 老
赖”。而此时，李兆会已经开始玩起了

“人间蒸发”。
根据上周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发布的悬赏公告，若找到李兆会并帮助
法院将涉案资金全部执行到位的举报
人，最高可得2162万元奖金。从身家百亿
的山西首富沦落为“老赖”，李兆会终究
没有兑现当初接掌海鑫钢铁时的承诺，
如今，他到底藏身何处，依然成谜。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邓凌瑶

“期货一哥”永安期货成功过会
控股股东离奇消失

不务正业
还是另有布局？

从明星接班人，沦为被悬赏2000多万追逃的“老赖”

山西前首富李兆会失踪始末

上周，A股接连两次被锤，好在
周五指数探底回升，让市场氛围稍
有缓和。然而，当我们还在欢度中秋
的时候，外围市场却出现了剧烈波
动，一片惨烈，恐慌情绪又来了。

这个小长假，消息很多，A股
走势究竟该何去何从？今天，牛博
士与达哥就大家关心的话题展开
讨论。

牛博士：达哥，你好，中秋期
间A股休市，港股被重锤，外围市
场经历“黑色星期一”，今天A股
开盘大概率也要被锤了，对此你
是怎么看的？

达哥：的确，在A股休市的日
子里，外围市场集体上演一场腥
风血雨，港股市场地产金融杀跌
带动富时A50 期指大跌，欧美股
市、国际油价、数字货币等都出现
了集体大跌，据说加密货币的爆
仓金额已经高达86亿了。

这次外围市场杀跌，主要是多
个利空消息共振：港股市场大跌引
发外围市场避险资金提前离场；目
前美国两党对债务决议出现了分
歧，耶伦警告债务违约将引发“经
济灾难”增加了市场不确定性。

与此同时，美国的议息会议
将在未来两天举行，市场普遍预
计美联储即将拧紧“水龙头”，货
币政策可能会收紧，美股本来就
在高位，“灰犀牛”的风险一直存
在，只要有一点风吹草动，股市就
会出现剧烈波动。

A股休市，外围大跌，一股熟
悉的味道。富时A50期指的大跌，
部分因素来源于一些投机资金做
空套利行为，一般外资通过在节
假日大幅做空A50 指数期货，节
后A股通常都会大幅低开，外资
就可以以更便宜的价格买入A股
股票，以这样方式进行套利。当
然，这其中也有一部分中长线资
金，由于担心A股节后走势不确

定，也会通过做空A50 指数期货
进行对冲，减少持有股票的损失。

其实从去年到现在，A50 逢
节必跌的情况，已经出现过很多
次了。最严重的一次要数去年春
节，期间 A50 期指累计跌 9%，节
后A股开盘直接低开8.7%，众多
个股以跌停的形式开盘。

回头看，A 股那么多“危机”
时刻都走过来了，现在也不算什
么。更何况从近段时间来看，港股
和富时A50期指对A股的影响一
直都在减小。

牛博士：大家都很担心地产
问题，节日期间一直在被热议，投
资者担心波及A股，达哥是如何
看待这个问题的？

达哥：地产巨头危机事件发
酵，是这次港股大跌的导火索，市
场担忧地产巨头的危机如果扩散，
会对金融系统带来一定的影响。这
种担忧更多是情绪层面的，上周末
中国平安已经回应了，地产投资敞
口可控、风险可控，对于现在市场
关注较多的房企，平安险资无论是
股权还是债权都是0敞口。

上周三国家统计局还回应
了地产问题，一些大型房地产企
业现在运营过程中面临了一些
困难，对于整个行业发展的影响
还需要观察。从整个房地产行业
运行来看，未来随着国家坚持房
住不炒的原则，持续稳定价格预
期，运行整体上保持平稳态势。

房住不炒的大环境已经定
了，违背这个方向去做高杠杆的
地产企业，曾经有多风光，现在就
有多痛苦。政府对房地产这头“灰
犀牛”，既然敢于维持长达几年的
调控政策不松手，对于最后导致
的结果也不会意外，所以我相信
管理层对整个局面心中是有数
的，我们的情绪就不要随着K线
跑了。 （张道达）

“期货一哥”永安期货近日首
发申请闯关成功，即将梦圆A股。记
者注意到，虽然永安期货的上市申
请已经获得了通过，但监管层同时
也就其控股股东、信息披露不一
致、是否规避分拆上市规定等多个
问题进行了问询，尤其是控股股东
离奇消失引起各方关注。

永安期货在新三板挂牌后，
多年来一直“错认”财通证券为控
股股东。本次发行前，持有永安期
货5%以上股份的股东为财通证
券、浙江产业基金、浙江东方、浙
江省金控、浙经建投，持股比例分
别 为 33.54% 、26.72% 、12.70% 、
10.59%、10.59%。

永安期货在最新版招股书中
称，截至招股说明书签署日，公司

“无控股股东”。浙江省财政厅是
财通证券、浙江产业基金的实际
控制人，因此间接控制永安期货
70.84%的表决权，是公司的实际
控制人。

从新三板挂牌期间曾认定财
通证券为控股股东，到如今发现
控股股东居然搞错了，这的确有
些不可思议。

永安期货于2020年12月发布
更正公告，解释了“错认”的原因。
公告称，2016年1月，公司定向发
行股票完成后，财通证券持有股
份的比例由51.09%降至33.54%，
依其所持股份享有的表决权已无
法控制公司股东大会，且其提名
董事亦未能占据公司董事会的半
数以上席位。因此，将控股股东相
关信息更正为公司自2016年1月
起“无控股股东”。

公司进一步称，2017年9月26
日，财通证券发布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招股意向书，明确自2015年
12月31日起不将永安期货纳入合
并报表范围。但因永安期货“自身
认识不足”，未能及时、准确认定
公司控股股东变更的信息，仍认
定财通证券为其控股股东。

永安期货未及时更正控股股
东认定，违反了信息披露及时性、
准确性。2021年3月11日，全国股
转公司公司监管一部就其控股股
东前后认定不一致的情形，对永
安期货进行监管工作提示。记者
注意到，由于监管提示既不属于
行政处罚，也不属于行政监管措
施，永安期货也未因此受到其他
监管机构的行政处罚。公司据此
认为，控股股东的认定、分拆规定
及信息披露差异等事项，并不构
成本次发行的障碍。

《上市公司分拆所属子公司
境内上市试点若干规定》中明确：

“所属子公司主要从事金融业务
的，上市公司不得分拆该子公司
上市”。或许正是为了规避这一规
定，财通证券才主动放弃了对永
安期货的控股地位，也导致了永
安期货控股股东突然消失。

对此，永安期货辩解称：公司
2016年增资后，财通证券直接持
有公司股份比例已不足 50%，不
认定为控股股东符合《公司法》关
于控股股东的定义。公司不是财
通证券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子公
司，不适用上市公司分拆子公司
的规定。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李伟铭

中秋前刚因“月饼致
腹泻”上热搜的知乎，
其实在一个多月前也
已经开始卖咖啡了。7
月31日，知乎旗下消
费品牌“知乎知物”推
出三款挂耳咖啡，上
线之前，知乎征集了
一部分公众号文章读
者和多位知乎咖啡领
域的优秀答主，对咖
啡进行试喝，同时也
在平台上发起咖啡众
测活动。

8月 13 日，“知乎知
物”淘宝店同样上线
这三款挂耳咖啡；8月
19日，“知乎知物”在
知乎专栏中发文官
宣：“没错，知乎做咖啡
了。”知乎作为一家上
市公司，一直因为变
现难而在资本市场受
到质疑，而知乎开始
卖咖啡，也能说明企
业正积极探索变现多
元化。

红星资本局将从“知
乎卖咖啡”讲起，探讨
知乎商业化变现将会
何去何从？

知乎推出的挂耳咖啡

知乎卖咖啡知乎卖咖啡
探索变现多元化 知乎推出三款挂耳咖啡

在咖啡之前，知乎入局电商行业已
久。2019年初，知乎尝试上线男性种草
社区“CHAO”，但效果并不理想。2019
年9月，知乎内测“好物推荐”等产品功
能，目前的好物推荐功能可以在回答、
文章、视频、直播、橱窗中插入商品卡
片，用户点击卡片可跳转至第三方平台
购买。2020年6月开启直播带货模式，创
作者可通过好物推荐功能实现直播带
货……

最新推出的“知乎知物”，算是知乎
做电商之路的又一试探，即不再单纯为
第三方电商商家引流，而是想做自己的
品牌，打响自有品牌的影响力，从中赚
取更多的利润。

然而，从社区运营到自建品牌，这

条路径其他内容社区品牌也曾尝试
过。比如2018年，小红书开拓了自有品
牌“有光”（REDelight），产品涵盖卧
室、厨房、浴室、美妆、出行等用品，以
期增加收入和利润。同时，为了提高自
有品牌的影响力，小红书开设的线下
体验店RED home。但其自有品牌变
现能力较差，2020年元旦，两家体验门
店均已停业，宣告了小红书线下之路
的终结。

小红书兜兜转转，最终依然没有摆
脱为第三方商家引流的命运。如今知乎
做自主品牌，依然绕不开以下难点。

首先，平台的社区用户对于营销
内容较为敏感与警惕，即便是知乎售
卖自家产品，除非是知乎的忠实粉丝

或是对产品有极强需求的用户愿意一
试，而更多的用户依然不会为此买单；
其次，电商对于供应链和履约能力的
要求极高，知乎选择咖啡作为入局开
始试探，目前对于咖啡这个单一品类
的货源、配送、售后尚能把控。但如果
想要入局除咖啡之外的更多品类，对
于知乎这个没有电商基因的平台来说
难度不小；最后，拓展自有品牌，极其
考验知乎对于商品设计的打磨。目前
电商行业产品同质化非常严重，产品
出圈往往依靠其独创设计，这需要有
自己的设计团队，还要合理控制上下
产业链成本。知乎想做出叫好又叫座
的产品，就要打造一个从设计到营销
到供应的完整闭环。

知乎选择自建品牌，能成功吗？本本//质质

在探讨知乎时，“变现”是一个绕不
开的话题。公司财报显示，知乎目前的
主营收入分为四个部分，分别为广告服
务、内容商业化解决方案、会员收入、其
他收入。知乎目前自创品牌发力电商的
营收，就藏在财报中最不显眼的“其他
收入”中。截至今年Q2季度，知乎的广
告服务、内容商业化解决方案、会员收
入、其他收入占总营收比分别为38.9%、
32.5%、24.3%和4.4%。

从目前的收入结构来看，知乎已经
成为一家以流量为导向的企业，广告业
务、内容商业化解决方案、电商等，均以
流量变现为导向。

在知乎广告业务中，广告植入干扰
用户阅读内容，是知乎目前无法良好处
理的问题。此外，知乎本身在广告业务
上还存在一定的天然短板。据App-
Growing数据，2020年3月至2021年6月，
视频广告占总广告素材的比例方面，快
手高达99.6%，微博为43.4%，知乎仅为
7.8%。知乎广告主要以图文广告为主，
而图文广告的议价权相比视频广告具
有天然弱势，这导致知乎当前的单用户
广告收入在内容社区中处于相对较低
水平。

知乎的内容商业化解决方案业务
“知+”，其本质是为品牌商做营销或带

货，需要优质内容为企业带来商业回
报。今年Q2季度，知乎内容商业化解决
方案收入为2.07亿元，同比增长1529%。
该业务收入“突飞猛进”背后，“软广”侵
蚀内容的情况越发严重，用户也越发难
以识别内容的优劣，这也可能让知乎的
内容生态进一步受损。

优质内容与商业化变现应该如
何协同，这个问题对于互联网社区平
台来说或许很难回答。用户增长、商
业化与社区调性三者相互拉锯，这也
是所有社区平台正在面临或即将面
临的难题。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俞瑶 刘谧

9月15日，上海市第一
中级人民法院发布的一则
执行悬赏公告引发广泛关
注。抛开2000多万元巨额
悬赏金外，更吸人眼球的
是，被执行人竟是山西前首
富李兆会。

2003年，因父亲遭枪
杀被家人紧急召唤回国的
李兆会，当时年仅22岁。接
掌山西最大钢铁集团海鑫
钢铁后，在2008年，以125
亿元身家成为山西首富。但
辉煌并未持续太久。2014
年危机爆发，海鑫钢铁全面
停产，2015年宣布破产，
2017年，上海高级法院将
李兆会列为失信人名单，并
限制其出境。

如今虽然离破产已过去
6年，但最近这份悬赏公告
的出现无疑表明，笼罩在这
位山西前首富身上的债务危
机仍未消散。

为什么盯上咖啡这个单品？知乎
CFO孙伟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在知乎海量的大数据之下，‘咖啡’一
直高居搜索关键词的榜首。在平台上，
每天搜索‘咖啡’这两个字的用户可以
高达几十万，这也为知乎打开了一条新
思路。”

知乎选择咖啡的主要原因在于，爱
喝咖啡的消费者与知乎用户高度重合。
这部分用户主要以一线、新一线以及二
线城市的90后上班族为主，在繁杂的工
作压力下，咖啡成了这部分群体的“刚
需”饮品。

除了高度相似的用户群体之外，
知乎盯上咖啡的另一原因，在于咖啡
这个品类本身的特性。首先，对于爱

喝咖啡的这部分用户来说，咖啡属于
高频消费，用户复购率高。其次，咖啡
门槛很低。星巴克咖啡公司高级副总
裁兼星巴克亚太区总裁王金龙就曾
表示，星巴克做咖啡的门槛其实很
低，有一定资金都可从事咖啡行业，
难在如何复制像星巴克这样的头部
咖啡品牌的DNA。最后，知乎通过电
商的途径销售咖啡，也没有来自线下
门店租金以及员工成本的压力，知乎
自然愿意一试。

但由于咖啡本身制作门槛不高，知
乎要想做出差异化，需要“用巧取胜”，
突出产品本身的稀缺感、设计感和品质
感，尽可能赋予情感溢价。但一套营销
组合拳下来，知乎咖啡并没有激起市场

的较大反响，销售情况只能算中规中
矩。我们认为，知乎的咖啡生意在很长
一段时间，较大可能是“小而美”，很难
真正“出圈”。

另一方面，虽然整个咖啡市场规
模大且行业较为分散，但“巨头”收拢
的趋势也逐渐显著。比如咖啡巨头星
巴克，2018年9月星巴克在中国正式上
线外卖服务“专星送”，提高现磨咖啡
的市场占有率；同时星巴克还推出速
溶咖啡、即饮咖啡、挂耳咖啡等多款产
品，满足不同消费者需求。而知乎跨界
卖咖啡，不仅需要与专业做咖啡的后
入局者竞争，同时还需要与头部咖啡
品牌抗衡，知乎想要通过咖啡大幅推
动自己收入，实则不易。

李兆会 图据IC photo

知乎开始卖咖啡，能做好吗？现现//象象

优质内容与商业化变现，如何协同？核核//心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