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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4日晚间，主营业务为生产
纸尿裤等个人卫生用品的A股上市公
司豪悦护理（605009.SH）发布公告
称，截至2021年10月11日，其期货投资
累计亏损（含浮动亏损）6934.15万元。

豪悦护理回复上交所称，公司
决定有序终止期货投资，对目前持
仓谨慎决策择机进行减仓、平仓处
理，尽快终止期货业务，注销期货账
户，公司未来仍将主要精力投入主
业经营中。

公开资料显示，豪悦护理2020年
9月在上交所上市，其主要从事妇、幼、
成人卫生护理用品的研发、制造与销
售业务，产品涵盖婴儿纸尿裤、成人纸
尿裤、经期裤、卫生巾、湿巾等一次性
卫生用品。主要分为婴儿卫生用品、成
人卫生用品及其他产品。

10月12日晚间，豪悦护理曾发
布公告称，旗下子公司江苏豪悦共
投入期货账户1.53亿元，目前仍持有
焦 炭 、焦 煤 合 约 共 899 手 ，浮 亏
5349.24万元。截至10月11日，江苏豪
悦今年已经累计浮亏6934.15万元。

从豪悦护理公布的期货投入情况
来看，今年1月，公司第一笔投入了200
万元，在2月底就赚了43.71万元。不过，
一直到今年5月都没有追加资金。

今年6月，江苏豪悦追加了500
万 元 资 金 ，当 月 底 累 计 就 赚 了
103.63万元。7月，公司继续追加500
万元，但这次到月底不仅没赚钱，当
月还亏了363.14万元，累计亏了
259.52万元；8月，江苏豪悦大举追
加了6000万元投入期货账户，但月
底累计浮亏却增加至1419万元。

9月和10月，江苏豪悦则分别
又追加了4000万元和4010万元，但
亏损幅度却不断扩大，最终累计浮
亏接近7000万元。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任
志江 杨程 综合报道

昨天，上证指数虽然涨幅不大，
但却是中秋节后最长的一根阳线实体
了，这也是近1个月以来首次出现集体
性修复行情，市场情绪得到回暖。

通常来说，新股也是测量市场
情绪的指标之一。不过，从这几天新
股上市的表现来看，都不尽如人意。
上周五是中自科技，昨天是凯尔达
和可孚医疗。新股的表现往往都跟
大盘相关。市场火爆的时候，新股往
往涨幅也大；新股破发，大部分出现
在市场低迷的时候。

在达哥看来，最近新股的破发，
可能还是场内投机资金信心不足所
致，同时，也与新股发行习惯高定价
高估值有关。

新股破发，我更愿意理解为市场
生态环境正在发生积极变化，询价、
定价的买卖博弈变得更合理，市场化
的价值发现功能正在发挥作用。

在某种程度上，新股破发有助
于新股定价回归理性，使得新股真
正回归价值投资本源。“接二连三”
破发，或许意味着“新股不败”的神
话已经开始被打破，打新的时代要
变了，与中签率相比，也在考验投资
者的研究能力。

“新股不败”的神话在破灭，明
星基金经理的“带货效应”也在减
弱。基金大佬的仓位，很多时候都是

“抄作业”的对象。还有人问我：“要
不要跟着基金大佬去买？”

要不要抄作业，问问自己，“我
的交易逻辑和理念跟他们（基金经
理）一样吗？”“这是我的买点吗？”假
如年初“抄作业”买的是格力电器、
中炬高新之类，你又该怎么办？

回到昨天的A股，比亚迪股价
创历史新高了，宁德时代也是新高，
长城汽车、阳光电源、隆基股份等都
快新高了，储能板块集体大涨。但一
口吃不成大胖子，大家不要忘记，实
现碳中和目标前，还有一个碳达峰，
替代过程会比较漫长。

昨天市场表现不错，大家沉浸
在红盘的喜悦中，可能忘了风险。越
是这种时候，越要小心。

眼下，还是手紧一点。三季报的
考验来了。因为从昨天晚上开始到周
五，就会陆续有上千家公司公布三季
报，考验整个市场的成色。（张道达）

不务正业
主营纸尿裤的公司
炒期货亏损7千万

关键考验要来了
稳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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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叶菜涨势迅猛
市民到批发市场“凑单”买菜

“一斤涨到了12元，这价搁以前
能买3斤了！”在北京市朝阳区一家
社区果蔬超市，附近居民徐女士本
想买些菠菜清炒，但看到价签后就
放弃了。

长黄瓜7.9元一斤、生菜9.8元一
斤、油麦菜9.5元一斤……记者在这家
果蔬超市看到，家常蔬菜价格大幅上
涨，和9月相比，“身价”基本翻番。

“菠菜太贵了！批发价超过10元
一斤，最近几天没敢上货。”超市销售
人员曾女士说，部分蔬菜售价高没人
买，损耗大，都已经减少备货。

根据农业农村部监测，10月8日
至15日当周，黄瓜、菠菜、白萝卜、洋
白菜等蔬菜价格均有上涨，其中黄
瓜、菠菜环比涨幅较高，分别达到
28.2%、21.3%，同比分别上涨87.7%、
42.0%。

此外，从北京新发地市场近期的
价格走势图来看，进入10月份以后，
蔬菜价格呈现连续上涨态势，其中菠
菜等绿叶菜涨势迅猛。

为了能买到便宜一些的菜，有部
分市民选择直接到大型批发市场购
买。在济南市最大的蔬菜批发市场
——匡山农产品综合交易市场，除了
大批开着车来进货的商贩、饭店食堂
采购人员，也能看到一些市民来零星
购买。

一位山东济南市民告诉央视财
经记者：“在批发市场，一买就是10斤

起步，一般就是跟同样来零买的人凑
个单。”

批发商收不上货
种植户收益多与往年持平

不只是消费者的“菜篮子”拎
得沉，对很多蔬菜批发商而言，从
他们在地头收菜时，菜价就已经涨
上来了。

在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有
着7年蔬菜批发经验的许先生坦言，

“跟平常2元多一斤的收购价相比，
现在菠菜收购价涨到6元一斤，还从
未见过。”

从9月19日当周开始，有着中国
蔬菜价格晴雨表之称的寿光蔬菜价
格指数的周指数已经连涨四周，其中
叶菜类和茄果类蔬菜涨幅较大。

“菠菜产量有限，即使抬高收购
价，也收不上来多少。”许先生说，往常
2天就能收一车，现在至少要3到4天。

王春是寿光农产品物流园一级
批发商。他说，优质菠菜收购价在5元
到8.5元一斤，去年同期收购价格是2
元一斤，即使翻了几倍，批发商也在
抢购，“货源实在太少了，能抢到多少
就收多少”。

记者了解到，受连续降雨影响，多
数种植户蔬菜产量不如往年，但菜价
较高，总体来看，收益与往年持平。

“往年，5亩地到现在能出4万到5
万斤黄瓜，今年受阴雨天气影响，才
出了2万斤黄瓜，但卖的价格高了一
倍多，总体收益与去年持平。”寿光黄
瓜种植户赵玉前说。

利润达市场缺口大
真假难辨
存超期隐患

美妆“分装小样”悄然红火
网络直播解说粉底液网络直播解说粉底液、、香水的分装过程香水的分装过程

“不少菜比肉还贵”，这是国庆节后很多消费者的感受。记者近
日走访蔬菜产地、批发市场、商超等多地发现，受汛情、季节性因素
等多重影响，菠菜、黄瓜等蔬菜“身价”上涨，其中菠菜等绿叶菜涨
势迅猛。

农业农村部相关专家预测，后期蔬菜价格可能还将继续上行，
尤其是受灾产区部分品种价格可能在一段时间内保持高位。待推
迟上市的蔬菜集中上市后，菜价或将回落至常年同期平均水平。

业内人士分析，目前正处于
“青黄不接”之时，夏季蔬菜上市基
本结束，秋冬蔬菜少量上市，再加
上今年降温快、雨水多，主要产区
蔬菜生长缓慢，部分地区蔬菜被雨
水淹后减产，市场供应量减少，造
成菜价明显上涨。

寿光农产品物流园蔬菜价格
分析员何晓杰说，随着天气日渐转
凉，北方产区蔬菜稳步退市，西红
柿、有机花菜等蔬菜供应紧张，促

使价格上扬。
“受9月中下旬以来北方蔬菜

产区连续降雨影响，蔬菜生产力尚
未恢复，一些地方的蔬菜因为被雨
水浸泡出现烂根、烂心损伤，产量
明显下降。”何晓杰说。

北京新发地市场统计部负责
人刘通分析，以北京市场的菠菜为
例，受连续降雨影响，山东聊城露
地生产的菠菜被浸泡，没法及时安
排农户补种，只能靠后续大棚生产

来保障供应，但是大棚生产的菠菜
还需要一段时间才能上市。目前，
只有辽宁等地少量大棚菠菜可以
上市，供应大幅减少，导致菜价高
涨。

此外，今年以来，种子、化肥、
农药等价格上涨，拉高蔬菜种植成
本；油价持续上行，9月份，汽油和
柴油价格分别上涨23.4%、25.7%，
带动运输费用增加等，也助推菜价
上涨。

农业农村部统计数据显示，10
月份（至18日），重点监测的28种蔬
菜全国平均批发价每公斤4.87元，较
9月底上涨8.7%，较近3年同期均价
上涨16.8%。其中，黄瓜、西葫芦、白
萝卜和菠菜均价较上月分别上涨
65.5%、36.3%、30.7%和26.5%。相对
而言，耐储运蔬菜的价格保持稳定。

农业农村部蔬菜市场分析预警
团队首席分析师张晶表示，多雨、低

温对秋季蔬菜供应产生的不利影响
分即期和延期两种：即期影响主要是
蔬菜生长速度减缓和采收不便，短时
间可恢复；延期影响主要是对蔬菜本
身造成的伤害，如根部、枝干部分受
损，需要较长时间才能复壮，有的甚至
直接损失了上市量。

展望后市，今年菜价普遍偏
高，种植户扩种意向较强，北方冷
凉地区夏菜种植面积同比增加，耐

储蔬菜供应充足，目前全国在田蔬
菜面积1亿亩左右，同比持平略增，
秋冬蔬菜供给有保障。

对于蔬菜价格未来走势，张晶
预测：“后期蔬菜价格可能还将继续
上行，尤其是受灾产区部分品种价
格可能在一段时间内保持高位。待
推迟上市的蔬菜集中上市后，菜价
或将回落至常年同期平均水平。”

综合新华社、央视财经

为何涨价？
季节性、雨水等多重因素导致菜价上涨

展望后市
菜价反常跳涨 后期蔬菜供给有保障

“沉浸式分装体验来了！”“今日拼
盘分装：生姜2.6g+五花肉2.6g（偏
肥）”“这是一位小姐姐订的10ml粉底
液”……

临近双十一，不断有商家在快手、
抖音等平台发布自制分装美妆产品小
样的视频。视频中，商家戴着手套，使
用试管、漏斗和食品秤等工具，解说粉
底液、香水的分装过程。

红星资本局注意到，越来越多的
美妆香水分装小样正悄然闯入短视频
及电商平台，打着“正品搬运工”、“方
便大家试色”、”沉浸式分装体验“的旗
号光明正大地进行“线上交易”。调查
发现，美妆“分装小样经济”利润可高
达50%，正吸引着更多的商家入场。

单位容量价格超正品
先原切后压盘？
美妆分装小样利润高达50%

“沉浸式分装体验来了！”“今日拼
盘分装：生姜2.6g+五花肉2.6g（偏
肥）”……这是近日抖音商家发布的美
妆分装小样的视频配文，其中，“生
姜”、“五花肉”是某品牌高光色号。

据分装商家介绍，分装小样分为
“原切”和“非原切”。“原切”指的是用
模具直接在正装上分离出与容器一样
大小的一部分小样，“非原切”指的是
用“原切”后的剩下的余料粉碎重组进
容器中的小样。目前抖音平台上热度
最高的MAC（魅可）生姜高光分装视
频显示，一块完整的正装高光在分装
出七块“原切”小样后，商家用化妆刷
将剩余的边角料刮下，用粉碎机粉碎
成细末后压盘，还可分装出5份小样。

原切分装小样，分为“原切”与“非
原切”。在短视频平台的商品橱窗中，
这种分装后的0.5g小样售卖价格为16

元左右。而红星资本局计算，以海南免
税店为例，9g正装售价为260元，合1g
价格28元，3件以上还可7折。此外，这
款产品目前也是假货泛滥重灾区，9g
正装价格不到100元即可买到，合1g价
格仅11元。

也就是说，无论真假，分装商家均
多有盈利。红星资本局调查发现，线上
平台的分装小样单位容量价格远超正
品。如果以免税店价格为准，绝大部分
利润高达50%。

以淘宝一家上架了各大欧美大牌
分装小样的“某试色屋”店铺为例，该
店铺月销量6000+、粉丝数80多万，销
售前三的均是大牌粉底液小样。

月销量最高，达1万多件的小样商
品“植村秀羽纱持妆清透粉底液”1ml
价格在16元左右，（三亚国际官方免税
城）免税店价格35ml的正装价格为320
元，合1ml价格9元左右。

“小样经济”崛起
深受新生代青睐
需求大但鲜有正规售卖渠道

中国化妆品消费正逐年攀升。据
国家统计局10月份发布的最新消息显
示，2021年9月份中国化妆品消费总额
为317亿元，同比增长3.9%，2021年前
三季度化妆品消费总额为2783亿元，
同比增长17.9%。

其中，化妆品线上销售渠道占比
不断提升。据艾瑞咨询数据，中国化妆
品线上销售渠道由2013年的占比30%
逐年攀升至今年的37%。特别是近两
年来，化妆品小样也逐渐进入消费者
视野。艾瑞咨询2021年10月发布的美
妆行业报告数据显示，新生代美妆用
户的消费需求逐渐转向“小样经济”，

“小样经济”市场缺口逐渐增大。

调研结果显示，每月化妆品消费
金额在300元-500元之间的用户最容
易被小样吸引。“中小样产品往往销售
得更好，许多年轻人在化妆品消费中
经常更换品牌选择，因此相比更大规
格的正装产品更倾向于购买小样。”美
妆产品小样低试错成本使消费者更容
易做出购买决策，因此在吸引新用户、
促进正装购买等方面可发挥较大的作
用，成为品牌方重要的营销触点。

但目前市场上鲜有单独售卖小样
的正规渠道。许多大牌小样通常以品
牌赠送、节日套装等形式到达消费者
手中，并不单独售卖，仅有欧莱雅集团
开设了天猫小美盒旗舰店，粉丝数高
达300万。

红星资本局发现，日前，越来越多
的自制美妆香水分装小样正悄然闯入
短视频及电商平台，打着“正品搬运
工”、“方便大家试色”、“沉浸式分装体
验”的旗号光明正大地进行交易。

截至10月23日，抖音上各种美
妆分装小样的视频播放总量已破10
亿，淘宝上粉丝量数十万级、月销量
1000+、打着“试色”“试香”字号的店
铺也超百余家，粉丝量最高达88万。
搜索发现，淘宝上许多分装产品月
销量均超3万，涉及各大欧美品牌，
如兰蔻、阿玛尼、MAC、宝格丽、TF
和迪奥等。

艾媒数据中心也显示，在抖音、快
手2021年前半年美妆行业热销单品
中，日常化妆所需的三件最基础单
品，口红、隔离/妆前乳、粉底销售位
列前三。一位长期在抖音购买粉底液
分装小样的消费者告诉红星资本局，
随着直播和短视频的普及化，市面上
许多分装小样一开始是在抖音、快手
等平台直播“现切”的。“直播分装操
作，看似保障正品，很快就吸引了许
多消费者。”

但分装小样的真假和卫
生安全一直是商家饱受质疑
的焦点。今年9月29日，抖音
发布了“化妆品分装”违规处
理的公示，多个商家因为违
规操作遭商品封禁处理。公
示显示，“分装化妆品容易造
成二次污染，给消费者带来
人身伤害，平台将严格按照
法律法规要求，持续加大对
此类行为的管控。”

上述提及的消费者介
绍，“这类型的直播被平台封
号后，商家开始以短视频发
布的形式向消费者分享分装
小样的过程，购买渠道也变
得越来越隐蔽。”

红星资本局也注意到，
近期，现下许多商家还打出
了“定制拼盘与分装”的销售
新套路：为消费者拍摄个性
化定制订单视频，例如各种
高光拼盘分装、香水小样合
集以吸引更多的潜在用户。

但无论是直播现切还是
视频分装，消费者都无法保
证最终到手中的是正品。一
位美妆博主告诉红星资本
局，“以往鉴别真伪还可以从
原始外包装去判别，但分装小
样容器无标识，只能看运气和
卖家的人品，假货就更有鱼目
混珠的空间。”

红星资本局发现，目前

市面上不乏打着“所有粉底
液小样”、“所有香水分装合
集”等字样的美妆店铺，所有
小样都有固定的容量分装，
如口红固定为0.1g，香水为
3ml，粉底液为1.5ml。

自制分装小样的环境卫
生难以保障，也缺少生产日
期、生产厂家等规定标识信
息，存在超期隐患。一位负责
化妆品容器采购的商家告诉
红星资本局，“目前市面上流
通的分装容器基本都是广口
瓶和塑料包装，在小工厂完
成加工，不消毒，也无检测报
告。”在产品包装上，分装小
样也缺乏具体的标识，只是
填个贴纸，“有些商家甚至将
快过期的正装化妆品拿来分
装成小样出售”。

22日下午，北京市药品
监管局相关工作人员介绍，
商家私自进行分装且销售化
妆品的行为是违规的，不具
备化妆品生产方面的条件质
量管理和人员管理的要求，
无法保证质量安全。分装小
样应该由持有化妆品生产许
可证的生产企业在许可范围
内组织开展，无化妆品生产
许可证分装的小样，属于卫
生安全无保障的三无产品。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
者 俞瑶 实习记者 蔡晓仪

北京市药品监管局：
无证分装的小样卫生安全无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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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地区菜比肉贵，咋回事？
业内人士：季节和低温多雨导致涨价，后期供给无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