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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于LV鞋盒、“红丝绸”鞋盒等
限量款式，真正有市场的鞋盒，存在于
各大二手交易平台和大型电商平台。
这类鞋盒价格没有那么高。二手平台
闲鱼上，阿迪达斯 Yeezy 原装鞋盒卖
价为280元。

近几年，以原创鞋盒为卖点的
GOTO、SupBro等品牌相继出现，GO-
TO、SupBro热销的发光声控鞋盒价格
在100-200元，月销上千个不成问题。

在闲鱼上，价格高一点的可能是
2019 年 Nike SB 展会上出现的 Nike
SB×喜茶联名的粉钻超限量声控鞋
盒。目前，闲鱼平台上这个鞋盒售价为
2400元。

一位卖家向记者透露，“这款联名
鞋盒是展会发售，目前在市面上很难

买到，我现在也只有两个。”经过沟通，
记者得知，其中有一个鞋盒是有瑕疵
的。但卖家说，这并没有影响到顾客的
热情，仍然不断有人来问价，有高价购
买存在瑕疵鞋盒的意愿。

物以稀为贵。巴伯尔大侠认为，如
果说奢侈品牌和部分限定品牌的特殊
鞋盒具有“有钱也买不到”的特点，那么
作为鞋子附属品的鞋盒更多的是“有得
卖”。“Yeezy配套鞋盒数量多，价格就
比较亲民。一些联名鞋盒数量少，就比
较贵，但都能接受。”巴伯尔大侠说道。

在闲鱼上，记者还注意到，并不是
所有限量款鞋盒都溢价，也有例外。比
如原价399元的GOTO塔克联名全球
限定款鞋盒已跌至 180 元。在其他电
商平台上，更有跌至100元左右的。

持续近一年，坎坎坷坷中，因模
仿豪车设计而在圈内闻名的众泰汽
车（*ST 众泰，000980.SZ）终于迎来

“白衣骑士”。
众泰汽车 10 月 8 日晚间公告，

9月30日，根据评审投票结果，最终
确定由江苏深商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江苏深商”）作为公
司重整投资人。当日，公司及管理
人与江苏深商签署了《众泰汽车股
份有限公司重整投资协议》，重整
投资款为20亿元。江苏深商9月30
日已向指定账户打款 5.5 亿元作为
履行保证金，剩余 14.5 亿元重整投
资款根据协议应于今年 10 月 25 日
前支付。

公开资料显示，江苏深商为深
商控股集团全资子公司。深商控股
由 79 家深圳市重点民营企业共同
投资成立，股东总资产近万亿元。
2019 年 收 购 汽 贸 公 司 *ST 庞 大
（601258.SH）后，深商控股对汽车交
通领域的投资不断加大，去年与红
旗汽车签署战略协议，随后又与一
汽集团等签署了总规模500亿元的
红旗产业基金项目。

尽管江苏深商能否成为*ST众
泰的“正式重整投资人”，还需等待

法院的最终裁定批准，但自 9 月 30
日开盘以来，*ST 众泰已经迎来连
续4个涨停板。

众泰汽车近两年亏损超200亿元
能否起死回生依然存疑

以模仿豪车设计闻名的众泰汽
车也曾有过高光时刻。2016年，众泰
汽车以 33 万辆的成绩挺进自主品
牌销量前十。随后，众泰汽车销量一
路下滑，2017年降为31.7万辆，2018
年跌至 23 万辆，2019 年只卖出了
15.3万辆。

财务方面，众泰汽车在2017年
借壳金马股份上市后，营业利润开
始 急 转 直 下 。2018 年 、2019 年 和
2020年，众泰汽车分别亏损13.56亿
元、116.49亿元、101.29亿元。

去年 9 月，法院裁定受理众泰
汽车控股股东铁牛集团破产重整申
请。同年 10 月，永康农村商业银行
以众泰汽车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
已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但仍具有重
整价值为由，向永康市人民法院提
出对公司进行预重整的申请。今年6
月9日，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简称

“金华中院”）裁定受理对众泰汽车

的重整申请。
今年 9 月 28 日，在金华中院和

永康法院的监督和见证下，重整投
资人评审委员会对意向重整投资人
进行了现场评审。9月30日，根据评
审投票结果，最终确定由江苏深商
作为公司重整投资人，上海钛启汽
车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湖南
致博智车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作为公司的后顺位备选重整
投资人。

众泰汽车称，20亿元的足额到
账，将作为众泰汽车及管理人向法
院和债权人会议提交以江苏深商为
重整投资人重整计划草案的前提。
在重整投资人确定后，众泰汽车及
管理人将结合重整工作进展，加快
与重整投资人、债权人等各利益相
关方的协商沟通，快速推进重整各
项工作。

*ST 众泰还表示，虽然经过重
整投资人招募遴选已确定重整投资
人，但是仍存在重整投资人无法履
行后续付款义务的可能，进而可能
对公司重整进展造成影响。即使公
司实施重整并执行完毕，但公司后
续经营和财务指标如果不符合《股
票上市规则》等相关监管法规的要

求，公司股票仍存在被实施退市风
险警示或终止上市的风险。

深商控股进军交通领域
曾对*ST庞大进行破产重整

据深商控股官网介绍，该集团
由 79 家深圳市重点民营企业共同
投资成立，主要从事金融服务类、
大型项目投资和高新技术开发与
生产，目前股东的总资产近万亿
元。旗下11家全资控股子公司分别
承担大型科技园、产业园开发建
设；城市基础设施、城市综合体开
发；高新技术、新材料、新工艺的研
发生产等。

2019 年，深商控股对中国汽贸
第一股——*ST 庞大（庞大集团，
601258.SH）进行了破产重整，由此
进入汽车流通领域。近年来，深商控
股开始加大汽车交通领域的投入，
致力于打造集汽车核心零部件装备
研发制造、汽车销售与服务、汽车金
融服务、汽车出行与后市场服务等
为一体的汽车全产业链生态圈。

去年 6 月，深商控股与一汽红
旗签署战略协议，同年 8 月份与一
汽集团、长春汽开区、长发集团、建

行吉林省分行等签署了总规模500
亿元红旗产业基金项目。

不过，在众泰汽车宣布重组过
程中，其大股东却开始不断减持。今
年9月3日至10月8日，武汉天风智
信投资中心（有限合伙）减持股份
16，971，600 股，占众泰汽车总股份
的0.837%。减持后，天风智信持有众
泰汽车股份101，383，551股，占该公
司总股本的4.999999%，不再是持有
众泰汽车5%以上股份的股东。

尽管深陷破产重整泥潭，但从
今年 1 月份开始，众泰汽车股价不
断上涨，从 1 月 11 日收盘价格 1.14
元涨到了8月18日盘中最高价8.98
元，涨幅高达687.82%。截至10月12
日收盘，*ST 众泰报 7.44 元/股，当
天涨幅4.94%，已迎来连续4个涨停
板，最新市值150.9亿元。

市场分析认为，深商控股重整
庞大集团掌握了较为庞大的汽车经
销渠道，通过重整*ST 众泰将获得
整车生产资质，有望打造完整的汽
车生态链。不过，*ST众泰并没有过
硬技术，留下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
摊子，深商控股能否帮助其起死回
生，仍然存疑。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卢燕飞

二手鞋盒居然卖几千上万元！

众泰汽车等来“白衣骑士”：

深商控股携20亿入局
重整之路依然存疑

知名品牌限量款球鞋，在二手市场上存在
一定溢价并不新鲜。所谓炒球鞋，指的是一种资
本游戏，转手买卖球鞋，炒作、操控鞋价涨跌。

那么，和炒球鞋类似，鞋盒也被“炒”起来
了吗？混迹鞋圈多年的鞋友Bugles认为：“‘炒’
这个点，目前来看，不成熟也不成立。”

他告诉记者，“炒”的基础是有人希望买到
鞋盒并再以高价转手。但现实情况是，很多鞋
盒买家购买的目的纯粹是为了自己使用或者
收藏。“之前有人炒球鞋，几百元的东西炒到
1000元，但仍有人愿意花1000元去买。他买的
目的并不是为了自用，而是以1500元的价格卖

出去。但说到鞋盒，800元一个的鞋盒，我了解
的业内情况是，买家基本上是自用。”

“在我们业内看来，（买鞋盒）不同于炒球
鞋。商家发售数量少，需求的人多，价格稍微
贵些，这是正常的商品经济。”Bugles将这些鞋
盒分为两种：第一种是作为商品、装饰品进行
销售，鞋盒本身具有价值；第二种是作为鞋子
的附属品，就是承载鞋子并一起进行销售。鞋
盒如果脱离鞋子，本身没有多大价值。他指
出，这两种虽然都是鞋盒，但具有完全不同的
属性，不能认为其价格高不可攀，就将这个问
题归类为“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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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文化驱使下，鞋盒也拥有了和球鞋一样的地位，引得各
路潮人蜂拥而至。二手平台上，阿迪达斯Yeezy100多元的原
装鞋盒卖到280元。电商平台上原创鞋盒价格从几十元到几百
元不等，部分品牌商家已实现月销鞋盒上千个。LV一款鞋盒更
是以24万元人民币的价格，刷新了鞋盒价格的“天花板”。

几百元、上千元甚至上万元的鞋盒，你会买吗？昔日“炒球
鞋”旧景重现，鞋盒真的被“炒”起来了吗？记者对此展开了调查。

几百元、上千元甚至上万元的鞋
盒，在各类展会、网上商城及二手交易
平台都有出现。其中，在 2020 年年底
的Louis Vuitton硬箱展上，有奢侈品
牌的潮流鞋盒以 24 万元人民币的价
格，刷新了鞋盒价格的“天花板”。

展会受邀人小陆告诉记者，展会
展出的很多物品是正常专柜、专卖店
买不到的，或是没有办法放在专柜里
展示的，比如台球桌、特殊材质的化妆
箱，还有一些如沙发、床一类的家具。
小陆表示，这些属于奢侈品性质的鞋
盒，更多地在于其品牌收藏价值，鞋盒
本身的实用性不再被强调。

记者梳理了解，近 20 年前，耐克
Air Jordan 17球鞋搭配的金属手提箱
鞋盒，就引起了消费者的广泛关注。

Air Jordan 17 球鞋，是美国篮球
明星Michael Jordan（迈克尔·乔丹）的
第十七代战靴，同时也是他的复出鞋
款，于 2002 年推出，包装采用金属鞋

盒，随鞋赠送一张介绍AJ17研制过程
的光盘。

Air Jordan 17发售价格为200美
元（约合1290.52元人民币）。随着这双
鞋横空出世，短时间内就一售而空，现
今已是有钱难买的绝版。同时其配套
的金属手提箱鞋盒，也几乎成了千金
难购的收藏品。

在鞋盒上“做文章”的趋势，在随
后 几 年 有 增 无 减 。比 如 2009 年
CLOT x NIKE AIR FORCE 1“红
丝绸”球鞋，将中国风传统六角形糕点
盒融入配套鞋盒。据此前“砍柴网”援
引市场的数据，其普通款标价已高达
10万元，配上限量鞋盒的价格飙升至
35万元。

上述鞋盒，几乎都是有价无市的
存在。鞋圈人士“巴伯尔大侠”认为，与
其说它们是一种储物工具，还不如说
它们完全成了一种可单独售卖的商
品，是一类昂贵的收藏品。

有鞋盒卖24万元
几乎都是有价无市的存在

原创鞋盒一两百元，月销上千个
也有限量款鞋盒价格下跌

几百元甚至上千元的鞋盒，你会买吗？对
此，家里拥有一整面鞋盒墙的雷文的回答是：
那是肯定的。他觉得，“球鞋和鞋盒在一起，才
是完整的。就像收藏家眼中的椟和珠，买椟还
珠或买珠还椟都不是真爱。”

混迹鞋圈多年的Bruce则认为，如果是限
定款鞋子的鞋盒，就会有人买。而如果是基础
鞋款，鞋盒就没什么价值。

打开电商网站，搜索“鞋盒”关键字，记者
看到了琳琅满目的商品。材质上有纸质、亚克
力、有机玻璃、实木等，款式上分为翻盖、透明、
多层、便携款，价格上便宜的可能只要1元钱，

但这么便宜的鞋盒怎能配得起时尚满满的潮
鞋呢？

雷文告诉记者，鞋盒除了满足基础的收纳
功能，还具备高“颜值”、可叠成鞋墙等功能，所
以才能吸引一众粉丝，如GOTO、SupBro热销
的鞋盒就有很多回购买家。在商品评论中，很
多买家晒出自己DIY的鞋墙，五花八门的样式
配上潮鞋，显得格外有“范儿”。

不管是限量款的部分鞋盒，还是月销上千
个的原创鞋盒，记者注意到，买家表示他们购
买鞋盒的目的是为了使用，且不会考虑再将其
转卖。

“球鞋和鞋盒在一起才完整”
基础鞋款鞋盒没什么价值

“炒”的说法不成立
大多为了自己使用或者收藏

观点

福彩

体彩

兑彩票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
销“3D”第2021271期开奖结果：
843。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
联销“双色球”第2021116期开
奖结果：红色球号码：06 14
17 18 31 33 蓝色球号码 06
（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

的结果为准）

足彩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6场半全场胜
平负第21120期：113310330010
中国体育彩票胜平负任选9场第
21120期：33133000310303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胜平负第
21120期：33133000310303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4场进球第
21120期：00301203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21
年12月13日)

二手市场上的鞋盒

虽然这些鞋盒已成为潮鞋的“黄金配角”，
但天然的制作门槛低，让鞋盒的溢价“天花板”
显而易见。“这些潮玩消费品的价值很大程度
上来源于商家打造的故事和消费者的心理预
期，其中泡沫成分很大，投资风险很高。”有业
内人士称。

专家表示，“鞋盒等炒作类似于一种击鼓传
花的游戏，置身于游戏中的人必须要清楚这个
游戏所蕴含的风险，因为这本身就是一场博弈，
等鼓点过去，剩下的人将最终买单。”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戴佳佳 实习生 郭文艺

图据受访者 综合中央政法委长安剑

类似于击鼓传花的游戏
剩下的人将最终买单

鞋友

鞋圈
人士

专家
分析 公安部12日发布最新统计数据，

截至2021年9月，全国机动车保有量
达3.90亿辆，其中汽车2.97亿辆；全国
机动车驾驶人4.76亿人，其中汽车驾
驶人4.39亿人。 据新华社

公安部：全国机动车
保有量达3.9亿辆

广东省人民政府 12 日在澳门首
次发行 22 亿元离岸人民币地方政府
债券，票面利率为2.68%、期限3年。这
是首笔在澳门本地簿记发行、登记托
管并上市交易的地方政府债券。

据了解，本次发债吸引了两岸及
港澳，以及巴西、澳大利亚和日本的机
构投资者参与，最终获得超过 3 倍的
超额认购，发行取得圆满成功。发行参
与的投资者类型多元，分布范围广泛，
充分展现各界对广东省地方政府债券
的认可，以及全球市场对广东社会经
济发展前景的青睐。

此次广东省发行的地方政府债券
为3 年期一般债券，筹集资金将用于
教育、科技、农业等领域。

广东省财政厅厅长戴运龙表示，
本次发债对于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
设，促进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深化
粤澳金融合作有重要意义，有助于吸
引国际投资者参与澳门债券市场建
设，将进一步提升澳门金融市场的深
度和广度。

澳门特区政府表示，广东省在澳
门发行离岸人民币地方政府债券，是
粤澳两地跨境金融合作的新突破。本
次发行将有助提升澳门债券市场的
广度和深度，为澳门债券市场的稳步
发展奠下更稳固的基础，也将进一步
丰富澳门离岸市场的人民币金融产
品，促进人民币国际化。特区政府欢
迎广东省政府日后继续以澳门作为
平台发债融资，进一步支持澳门债券
市场发展。

本次债券发行的全球协调人、牵
头主承销商——中国银行澳门分行表
示，广东省在澳门发行离岸人民币地
方政府债券，是广东省政府贯彻落实
中央关于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有关
决策部署的重要举措，对于加强粤港
澳大湾区融合发展、支持澳门经济适
度多元发展、推动澳门发展现代金融
业都具有重要作用。

中行澳门分行表示，广东省政府
这类具备准主权信用特征的高质量发
行人在澳门发行债券，将会进一步提
升澳门债券市场的国际认知度和影响
力，带动内地更多优质发行人考虑在
澳门市场发债融资，吸引更多国际机
构投资者认识和参与澳门金融市场。

据新华社

广东在澳门首次发行
离岸人民币地方政府债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