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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酒功成万股枯”，本来期
待节前可能有一个“红包行情”，
却不曾想又收获了绿意浓浓的

“失望”。
达哥收盘时看了一眼涨跌幅

分布，80%股票下跌，中位数跌幅
2.7%，跌停个股近200家，这应该
是最近情绪宣泄最猛的一次了。

看着满屏绿油油，想着那些
刚卖了白酒又去“上车”周期股的
朋友们，心态就没那么糟了。有经
验的投资者都知道，普跌并不可
怕，因为这种情况是不可控的。最
可怕的是大盘表现不错而自己的
股却独自下跌，这说明在选股思
路和操作上都可能出问题了。

昨日白酒领涨的，一个是泸
州老窖，公司发布了一个股权激
励方案，刺激股价上涨；另外一个
就是贵州茅台，新董事长丁雄军，
他的发言显示出新管理层市场化
改革决心，给股东释放提价预期。

历史上贵州茅台涨停屈指可

数，反正这些年是没怎么见过，昨
日贵州茅台成交232亿元，创了历
史天量。与此同时，整个白酒板块
也创出了天量，可见资金分歧很
大。临近节前，这个量能还能不能
够持续值得怀疑。

很多人会问昨日为什么这么
极端？盘中就出了一些消息，传得
比较多的是基金经理在抓紧时间
调仓，因为介入新能源周期这些
太多，所以一口气再调入消费白
酒。这个逻辑有一定道理，但盘后
的龙虎榜中显示北上资金接了不
少，机构以卖出白酒为主。

白酒板块基金并没有如市场
猜想的那样大买，反而在趁机卖
出，这是不是又是量化资金的套
路呢？大消费归根结底要靠业绩
说话，投资不用急这一时，况且这
种极端的行情，节前还是别乱动
了，低吸周期有可能是飞刀，追涨
也可能是短期高点。

（张道达）

开业22年，成都第一家“家乐
福”即将停业！目前，位于成都八
宝街的这家家乐福超市内近半货
架已经清空。9月26日，家乐福相
关公关人员向记者证实了该消
息，宣告这家已陪伴不少成都人
走过22年的知名超市落下帷幕。

9月26日，记者来到八宝街家
乐福超市，其门口贴有一张红底
白字的“停业公告”，上面写着：

“家乐福八宝街店将于2021年9月
30日14点停止营业。由此给顾客
和周边社区带来的不便，我们深
表歉意。”公告上还写明，家乐福
在成都另有16家门店，将继续提
供服务。

该超市共有三层，第二、三层
为超市的购物区域，记者看到，近
半货架已经清空，还有不少货架
旁挂着“买一赠一”“大清仓”“3折
起”等字样的牌子。

第一层是一些入驻的商家，

多是租户，有的店在闭门装修，有
的也打出“撤店”“搬迁”或是“清
仓”的牌子。一家经营护肤品的小
店店主告诉记者：“我们的店是家
乐福转租给我们的，所以它走了，
我们也要走。”

记者查询了早年多家媒体的
报道，发现家乐福成都八宝街店
于1999年开业，也是家乐福在成
都的第一家门店。

为何突然停业？记者咨询了
店内多名员工，他们均表示不知
情，有员工说“这个要问领导”。

据悉，2019年，苏宁易购正式
收购家乐福中国80%股份。八宝
街家乐福停业是否与苏宁的财务
状况有关？接下来是否会影响其
他门店？对于这些问题，家乐福相
关公关人员告诉记者，她个人无
法回答，将记录下记者的提问，待
总部答复。成都商报－红星新闻
记者 王拓 实习生 刘影

9月27日，红星资本局注意
到，公牛集团（603195.SH）发布公
告称，公司于2021年9月27日收到
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出具的

《行政处罚决定书》（浙市监案
［2021］4 号），公司违反了《中华
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第十四条

“禁止经营者与交易相对人达成
下列垄断协议：（一）固定向第三
人转售商品的价格；（二）限定向
第三人转售商品的最低价格”的
规定，构成与交易相对人达成并
实施垄断协议的行为。

对此，浙江省市场监督管
理局责令公司停止违法行为，
并决定对该公司作出如下行政
处罚：处2020年度中国境内销
售额98.27 亿元3％的罚款，计
2.9481亿元。当事人应当自收到
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

上缴罚没款。
公告显示，上述处罚金额占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3.23%，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利润的12.74%。本次处罚预计会
减少公司2021年度利润2.9481亿
元，具体以会计师年度审计确认
后的结果为准。

公牛集团8月18日发布的半
年报显示，公司2021上半年营收
约58.2亿元，同比增长41.65%；
2021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净 利 润 14.2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76.85%。

公告指出，上述处罚不会对
公司生产经营及持续发展造成重
大影响，目前公司及子公司生产
经营情况正常。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俞瑶 邓凌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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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日白酒领涨
节前还是别乱动了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3D”第2021260期开
奖结果：720。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第2021112期开奖结果：基本
号 码 ：08 10 11 14 18 22 28，特 别 号 码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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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60期开奖结果：186，直选：
9556注，每注奖金1040元；组选6：26982注，每注奖金173元。
（42937508.59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21260期开奖结果：18608，一等奖
52注，每注奖金10万元。（351087009.64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超级大乐透第21112期全国销售283298709元。开奖
号码：18 21 22 23 35 11+12，一等奖1注，单注奖金1000
万元，追加0注。二等奖61注，单注奖金283977元，追加15注，
单注奖金227181元。三等奖168注，单注奖金10000元。
（1058537381.01元滚入下期奖池）

兑彩票

足
彩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 6 场半全场胜平负第 21115 期：
103300133333
中 国 体 育 彩 票 胜 平 负 任 选 9 场 第 21115 期 ：
03133033333330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胜平负第21115期：03133033333330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 4 场进球第 21115 期：01313220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21年11月26日)

开业22年！
成都第一家“家乐福”八宝街店

9月30日停业

公牛集团违反反垄断法被罚近3亿

“不上辅导班，孩子学习怎么
办，就用科大讯飞AI学习机。AI学习
更轻松！”短短5秒的电梯间广告，寥
寥数语，学习机就仿佛成了辅导班
的“平替”，被直接拿来与之对标。

红星资本局注意到，目前在科
大讯飞天猫旗舰店上销售的学习
机，共有9款型号，售价从349元到
6999元不等，包括早教机、英语通、
平板电脑三个方向。其中，主打产
品是科大讯飞今年7月新推出的
T10学习机，售价达6999元；而销
量最好的是售价4299元的X2 Pro
学习机。

红星资本局对比两款产品，发
现其功能大同小异，主要包括从学
前教育到高中教育全科辅导教学、
知识点讲解、习题练习和讲解、AI批
改试卷、互动口语练习等。此外，其

产品均介绍称，不支持任何游戏下
载，但可以下载部分功能性APP，如
微信、钉钉、猿辅导，以及科大讯飞
的相关网校——智学网校APP。

值得注意的是，科大讯飞天猫
旗舰店一名客服称，学习机上自带
的K12全科辅导教学为“录播课”，
录制视频的内容围绕着最新版本教
科书进行，为免费学习资源。但直播
课则是从原有的“学习机直播课”升
级成为“科大讯飞智学网校直播
课”，需要下载相关APP后才能学
习，为另外单独收费的内容。

“如您需要课程学习，我们给您
赠送智学网校好课大礼包，包括但
不限于小学四年级至高三语数外物
化等学科核心课程两门，您可以咨
询您购买学习机渠道的客服领取课
程。”该客服对红星资本局说。

换言之，消费者花五六千元购
买一台科大讯飞学习机，即可在学
习机上获得免费的K12全科课程视
频；下载其相关网校APP，又可以付
费得到相应的直播课。

9月27日，科大讯飞方面就学习
机和“录播课”等相关问题回复红星
资本局称，“录制视频的内容，可以
理解为‘微课’，就是微小的课堂。它
更多的是一种教育资源，是对孩子
课后知识点的补齐和巩固学习，不
是教辅或者教培。”

科大讯飞强调，录制视频的微
课和录播课有本质的区别，称微课
是以单一知识点为核心录制的教学
视频，“真人上课、动画，各种形式都
有。”其表示，“学习机是教育信息化
里的一种产品，是通过新技术来提
高教学质量和教学内容的。”

“教育部此前已经明确，隐形变
异的学科培训形态，包括违反培训
时间有关规定、通过‘直播变录播’
等方式属违规开展学科类培训。学
习机就属于这类违规培训，肯定是
要治理的。”21世纪教育研究院院长
熊丙奇对红星资本局称。

红星资本局了解到，今年9月9
日，教育部负责人就《关于坚决查处
变相违规开展学科类校外培训问题
的通知》答记者问时表示，在界定变
相违规开展学科类培训行为时从正
反两方面入手。

首先，《通知》强调开展学科类
校外培训须在培训主体、培训人员、
培训时间、培训地点、培训内容、培
训方式等方面同时符合国家相关规
定；其次，《通知》对照上述合规标
准，逐项列举出7种隐形变异形态。
其中，通过“直播变录播”等方式违
规开展学科类培训，被界定为变相
违规开展学科类培训行为。

红星资本局就“录播课”涉及的

政策风险问题询问科大讯飞天猫旗
舰店客服，对方表示，功能可以正常
使用。

另外，针对学习机的其他功能，
该客服还补充说：“教育部印发文件
提出，线上培训机构不得提供和传
播‘拍照搜题’等惰化学生思维能
力、影响学生独立思考、违背教育教
学规律的不良学习方法。所以‘拍照
搜题’功能后续可能会下架，而且产
品中会继续提供家长对题目配套答
案和解析的管控。”

红星资本局发现，目前在产品
详情网页上，看不到任何关于“拍照
搜题”功能的介绍。但这名客服向红
星资本局确认，该功能现在仍可继
续使用，如果后续系统不升级，“应
该可以”继续保留此功能。

“但是速算批改、作文批改和作
业试卷诊断不存在搜题抄答案的问
题，这些功能是通过AI能力辅助家
长、学生对作业和试卷、作文的诊断
和批改、并不直接提供答案、是帮助

孩子提升学习效率、减负增效的功
能，所以暂时没有下架计划。”该客
服称。

除了产品本身，科大讯飞“不上
辅导班，就用科大讯飞AI学习机”的
广告也受到了专家质疑。

“接下来推进‘双减’，会进一步
对与学科学习、辅导相关的产品进
行规范和治理，学科培训不能发布
广告，学习机发布广告当然也必须
治理。”熊丙奇对红星资本局表示，
诸如科大讯飞学习机等这样的广
告，接下来可能面对禁播的风险。

红星资本局注意到，在“双减”
政策文件中，第22条明确规定：“中
央有关部门、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
要加强校外培训广告管理，确保主
流媒体、新媒体、公共场所、居民区
各类广告牌和网络平台等不刊登、
不播发校外培训广告。依法依规严
肃查处各种夸大培训效果、误导公
众教育观念、制造家长焦虑的校外
培训违法违规广告行为。”

行业上，似乎也出现看好
教育硬件赛道的势头。

红星资本局发现，“双减”政
策出台后，行业内的发展方向尚
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素质教
育、职业教育、课后托管等，一时
难辨优劣。教育硬件在此时成为
新的方向之一，不仅仅是科大讯
飞，阿里、腾讯、网易等科技公司
和互联网大厂，以及新东方、斑
马APP等原有的教培机构，也在
转型布局这一赛道。

具体来看，华为和科大讯飞
主要聚焦在学习机和电子屏上，
科大讯飞除了广告中的AI学习机
T10高端旗舰新品，此前也次推出
过X2 Pro学习机、各种翻译笔等。

腾讯和字节跳动主要布局
智能学习灯方面。8月5日，字节
跳动旗下大力智能上线新版智
能学习灯T6、T6Pro；今年3月，
腾讯推出智能教育硬件产品

“AILA智能作业灯”，同时腾讯
还推出了基于Linux系统深度
定制的智能教育电脑。

网易将重点放在有道系产品
中，7月26日，网易有道宣布与迪士
尼冰雪奇缘系列IP强强合作，推出
有道词典笔K3冰雪奇缘系列。

阿里动作更为频繁，产品也
更密集。仅“6·18”期间，阿里就
一口气发布40余款教育智能硬
件产品，包括与优学派、导学号
合作的智能笔与台灯，家庭学习
智慧屏产品“天猫精灵E1”等。

斑马APP则接连发布两款教
育硬件产品——斑马逻辑思维学
习机和儿童阅读AI指读机。新东
方也在某招聘平台上还发布了有
关智能教育硬件的招聘信息，准
备研发自己的智能教育硬件。

据艾媒咨询此前发布的
2021中国教育智能硬件趋势洞
察报告，2020年，国内教育智能
硬件市场规模为343亿元，预计
2021年扩大至453亿元，而到了
2024年，这个数字有望接近1000
亿元。而在众多教育硬件产品
中，学习机已成最大的品类。据
21世纪经济报道，国内每年学习
机的销量在四、五百万台左右。

巨头涌入、大厂打架，这是
新的转型风口吗？将辅导班的
学科培训平移至硬件学习机，
是否合规？行业竞争加剧下，各
方尽显十八般武艺，其中又是
否暗藏K12的学科培训？行业转
型之际，这些其实是资本进入
新赛道应该慎重考虑的问题。

“学习机不要认为自己赢
来利好和风口，教育培训没有
风口。如果想通过制造焦虑来
制造风口，必定会带来严格的
监管。”熊丙奇对此评论称。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许媛 谢雨桐

既然学习机上录制微课、直播
课、拍照搜题等功能都可能会面对
一定的政策风险，为什么科大讯飞
还要对其大加宣传呢？

对此，科大讯飞有着不同的
理解。

8月25日，在科大讯飞2021年半
年度业绩说明会上，董事长刘庆峰
直接宣称，“教育‘双减’对讯飞是非
常大的利好。”

“‘双减’的核心是师生减负，同
时回归学校教育主阵地，这需要借
助人工智能技术与学校的教育场
景、教研、管理深度融合。目前科大
讯飞无论是理念、技术、方案在业内
都是遥遥领先的，‘双减’政策其实
对公司教育业务整体是一个非常大
的利好。”刘庆峰表示，“双减”政策让
孩子回到家自主学习的时间更多了，

探究式、自主式学习所需要的类似学
习机这样的工具作用会凸显，对公司
学习机等硬件销售也构成利好。

科大讯飞在业绩说明会上透
露，学习机年内销量预计将达到100
万台，其中面向学校和区域的集中
采购将达到70万-80万台，面向个人
消费者将接近30万台。相关数据显
示，今年“6·18”期间，科大讯飞AI学
习产品销售额同比增长高达706%。

业绩层面，2021年半年报显示，
报告期内科大讯飞营业收入为
63.19亿元，同比增长45.28%；净利
润4.19亿元，同比增长62.12%。另
外，因业务结构和经营环境变化，公
司经营性付款有一定额外增加，导
致当期经营性净现金流同比出现下
滑，具体为-17.34亿元。

但红星资本局注意到，占公司

业务大头的教育产品及服务报告期
内营收为17.31亿元，同比增幅为
31.48%，低于整体营收增速。

对此，刘庆峰表示，受政策影
响，教育业务中因材施教项目当期
确认收入增势不大，但实际上教育
业务整体发展态势是非常良性的。

部分券商也对科大讯飞给予了
肯定。9月8日，东吴证券发布报告表
示，2021年上半年，科大讯飞各业务
发展稳健，营收情况持续良好，“双
减”政策有望催生对人工智能教学
产品的需求，公司营收有望进一步
提升，维持对该公司“买入”评级。

更早前，平安证券维持科大讯
飞“推荐”评级，称其智慧教育、智慧
医疗等业务发展势头良好；民生证
券给予科大讯飞“推荐”评级；国海
证券给予科大讯飞“买入”评级。

““不上辅导班就用学习机不上辅导班就用学习机”？”？
科大讯飞学习机包揽科大讯飞学习机包揽KK1212全科辅导全科辅导

？？

11 科大讯飞AI学习机：
看“录制微课”包揽K12全科辅导

22 专家：“直播变录播”明确属违规
被禁止的“拍照搜题”功能仍在使用

33 科大讯飞董事长认为迎来重大利好
预计学习机年内销售100万台

科技公司、教培机构
纷纷布局硬件赛道

专家提醒
“不要自认迎来风口”

教育教育硬件赛道硬件赛道
是否是否是风是风口口

“不上辅导班，孩子学习怎么
办，就用科大讯飞AI学习机。”红星
资本局近日发现，一向低调的科大
讯飞（002230.SZ）竟然开始在居
民楼电梯间投放广告了。

红星资本局注意到，目前科大
讯飞主打的两款学习机T10和
X2 Pro功能上基本大同小异，主
要包括从学前教育到高中全科辅
导教学等，甚至可以在学习机上下
载科大讯飞相关网校APP，开展
直播培训。

今年7月24日，“双减”政策正
式落地，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
“坚持从严治理，全面规范校外培
训行为”。8月25日，在2021年半
年度业绩说明会上，科大讯飞董事
长刘庆峰表示：“教育‘双减’对讯
飞是非常大的利好。”

9月9日，教育部负责人就《关
于坚决查处变相违规开展学科类
校外培训问题的通知》答记者问时
明确指出，“通过‘直播变录播’等
方式违规开展学科类培训”被界定
为变相违规开展学科类培训行为。

9月27日，科大讯飞方面就
“网校直播课”和“录播课”等相关
问题回复红星资本局称，录制视频
的“微课”和录播课有本质的区别，
微课是以单一知识点为核心录制
的教学视频，可以理解为微小的课
堂，更多的是一种教育资源，不是
教辅或者教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