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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电龙头格力电器（000651.
SZ）10月26日晚间发布2021年三
季报，公司第三季度营收、净利均
同比大幅下降超15%。

作为A股多年的大白马股，格
力电器这份三季报不及预期，堪称

“暴雷”。红星资本局注意到，10月
27日格力电器股价开盘即大跌，并
一路走低，截至下午收盘跌5.67%，
报收36.77元/股，创下年内新低。

三季度营收、净利大降超15%

格力电器三季报显示，前三季
度公司实现营收约1381.25亿元，
较上年同期增长9.73%；归母净利
润约156.45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4.21%。表面上看这业绩还不错，
然而红星资本局拆分第三季度业
绩，却足以给投资者浇一头冷水：
第三季度实现营收约470.83亿元，
同比大幅下降16.5%；归母净利润
约61.88亿元，同比大降15.66%。

第三季度历来是家电行业的
传统旺季，格力电器营收、净利却
双双下降超15%，而且降幅还不
低，特别是营收单季下降了近100
亿元，这严重打击了市场信心。

而前三季度156亿元的净利
润，也直接跌回了4年前。红星资
本局查阅历年财报发现，格力电
器 2017 年 三 季 报 的 净 利 润 为
154.6亿元。如今4年过去了，格力
电器净利润居然又跌回到2017年
的水平，而盈利能力却差了很多：
2017年三季报净资产收益率达
25%，毛利率31%；如今净资产收
益率为15%，毛利率仅有24%。

与此同时，格力电器还有几
项财务指标也不乐观。其存货持
续上升，数据显示，第三季度格力
存货已达396.75亿元，较去年同
期的278.79亿元增加了42.31%，
这说明当需求端增速放缓之后，
导致了存货大增；同时，格力电器
应付票据达408亿元，较去年同期
已不止翻倍。

高瓴资本入局两年
从浮盈超200亿到现在被套牢

格力电器三季报显示，多家股
东在第三季度抛售格力电器股票，
公司前十大股东的合计持股比例
已由二季度末的51.09%下降至
46.1%。其中，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
司（北上资金）三季度大幅减持了
2.04亿股，以三季度均价测算大举
抛售约88亿元。中央汇金公司减持
4443.51万股，套现近20亿元。中央
汇金公司作为“国家队”代表坚守
长达6年后，如今也选择了大举抛
售。但另一个“国家队”代表中国证
金公司仍继续持有1.8亿股未减
持。此外，珠海格力集团有限公司
减持1745.65万股，阿布扎比投资
局三季度小幅减持80.71万股。

值得一提的是，三季度却有一
只QFII资金耶鲁大学基金买入，并
以1701万股新进第十大流通股东，
最新市值约6.5亿元。目前看耶鲁
大学基金也已暂时被套。耶鲁大学
基金曾在2007年买入格力电器，但
2016年三季度后退出十大股东名
单，如今算是重新买入。

至于格力电器第一大股东高
瓴资本，入局格力已快两年，其股
票也从浮盈超200亿元到现在被
套牢。2019年12月，高瓴资本以8
折价格受让格力集团持有的格力
电器9.02亿股，占总股本15%，合
计转让价款为416.62亿元。如今
随着股票连续下跌后，红星资本
局初步计算，以10月27日收盘价
计，高瓴资本账面浮亏已达85亿
元。但考虑到格力电器期间已有
多次分红，高瓴资本实际亏损应
该没有那么多。

虽然从去年以来，格力电器先
后耗资270亿元进行回购，尤其今
年回购就接近200亿元，但股价仍
然不涨反跌，已将回购资金全部
套牢。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李伟铭

大盘单边下行，两市超3500
只个股下跌，可以说是资金在新
能源赛道上抱团取暖了，虹吸效
应很明显。其他的都在“吃面”，酿
酒、医药、煤炭在砸盘，多只千亿
市值的大白马也跟着重挫，“街
道”上一眼望去，稀稀拉拉，最亮
的仔还是新能源、电力股。

这几天，大家都在谈论特斯
拉CEO马斯克近3000亿美元的
财富是什么概念？反正我们是想
象不到。交银国际董事总经理洪
灝在微博发评论称，世界首富特
斯拉的马斯克今年以来身家暴涨
1200亿美元。世界第十大富豪巴
菲特身家1050亿美元。也就是说：
马斯克今年九个月赚的钱比巴菲
特90年赚的钱还多。太魔幻了。

确实太魔幻，也太梦幻了！巴
菲特和马斯克，从媒体的报道来
看，俩人的观点似乎并不一致，但
其实他们都是把握时代红利的
人。一个坚定做多上升期的美国，
一个站在新能源的风口，两个不

同时代的男人，被历史的车轮推
着向前走，成为大赢家。

所以说，无论是投资还是做
实业，都要把握历史的进程，要跟
着时代的大潮往前走。说到历史
的进程，当然是能源革命。

不过从昨日的市场来看，整个
绿能板块，表现还是没有想象中那
么强。这就是大A股的风格，我们已
经习惯了，毕竟已经炒过一波，资金
总有些唯唯诺诺。眼下，绿能面临前
期高点附近的套牢压力，就看资金
如何博弈了。大盘昨日突然下挫，应
该是可以预期的。达哥之前也多次
提醒了3600点附近要谨慎。

涨过头、跌过头，历来都是我们
大A股的传统“艺能”，习惯就好。市场
调整，达哥的老话又来了，不要嫌弃
达哥啰嗦——“别人恐惧时我贪婪”。
要珍惜调整的机会，还有仓位的朋
友，现在，个股可以观察起来了。

无非两个方向，一个是现在比
较热的绿电，一个就是有逻辑有业
绩且最近跌得比较惨的。（张道达）

2021年胡润百富榜近日发布，这
是胡润研究院自1999年以来连续第23
次发布“胡润百富榜”，上榜门槛连续
第九年保持20亿元。上榜企业家财富
计算的截止日期为2021年9月15日。

农夫山泉（9633.HK）创始人钟
睒睒以3900亿元的财富首次成为中
国首富。

字节跳动创始人、38岁的张一鸣
财富增长了2300亿元，以3400亿元跃
居第二，超过马化腾和马云。宁德时代
（300750.SZ）创始人曾毓群位列第三。

红星资本局注意到，前十名除了
张一鸣和曾毓群外，还有长城汽车
（601633.SH）的魏建军、韩雪娟夫妇和
长江实业的李嘉诚家族。今年的前十
名门槛来到1930亿元，比去年的2000
亿元下降70亿元。“90后”正在财富榜
上奋力追赶。28位“90后”上榜，比去年
多一人。

钟睒睒曾当30分钟的中国首富

关于钟睒睒首次成为中国首富，
胡润直言：“让很多人意外的是，在21
世纪科技时代，中国首富是这位卖水
的钟睒睒。”

事实上，钟睒睒旗下除了农夫山

泉外，还有宫颈癌疫苗生产商万泰生
物（603392.SH）。万泰生物目前的市值
比去年同期增长超过40%，农夫山泉
市值增长10%左右。今年上半年，万泰
生物实现净利润超过7亿元，比去年同
期增长200%；而农夫山泉上半年净利
润达到40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40%。
目前两家公司市值总和超过5000亿
元。农夫山泉位列今年胡润世界500强
第255名。

今年，67岁的钟睒睒财富比去年
增长250亿元，以3900亿元的身家首次
成为中国首富，但目前比今年最高峰
时还是下降了近2000亿元。

2020年9月7日，农夫山泉发布公告，
上市后总股本约为118.9亿股，创始人钟
睒睒通过旗下公司持股84.4%，持股高度
集中，上市前没有引入PE等机构。

2020年9月8日，农夫山泉高开
85.12%，报39.8港元/股，总市值达4400
亿港元。加上钟睒睒手中75.15%的万
泰生物股份，钟睒睒身家一度达578亿
美元，超越“二马”成中国新首富。

不过，彼时他的“首富”身份只维
持了约半小时。当日收盘，钟睒睒的持
股市值为3852.16亿港元，折合496.93
亿美元，跻身为中国第三大富豪，紧随

马化腾、马云之后。

房地产企业家缺席前十

红星资本局注意到，在今年的胡
润中国百富前十中，没有一位来自房
地产行业的企业家。

恒大许家印作为2017年首富，因
身陷债务危机，今年730亿元的财富比
去年下降1620亿元，是今年榜单上财
富下降最多的企业家，排名也从去年
的第五位跌至第70位。

今年房地产行业的前两名是碧桂
园（2007.HK）40岁的杨惠妍和恒基兆
业93岁的李兆基，两人分别以1850亿
元和1700亿元财富位列总榜单第11位
和第15位。

值得一提的是，李嘉诚位居第八，
但他并没有被纳入房地产企业家行列。

胡润指出，李嘉诚及其家族旗下
长和（0001.HK）、长实（1113.HK）两
家主要上市公司已将投资版图扩展
至囊括地产、零售、电讯、基建、港口
及能源等领域。李嘉诚次子55岁的李
泽楷，以380亿元的财富位列榜单第
155位，除了掌管上市公司电讯盈科
（0008.HK）外，旗下富卫保险正计划
赴美上市。

新式茶饮创始人上榜

红星资本局注意到，新式茶饮和
咖啡等饮品越来越受欢迎，也给创始
人们带来了巨大的财富。

28位“90后”上榜企业家中，有两
位白手起家。喜茶30岁的聂云宸财富
比2020年翻了一倍，至100亿元，蝉联
90后白手起家首富；Manner咖啡28岁
的陆剑霞，和韩玉龙共同创业，夫妻财
富35亿元今年新上榜。

总体而言，上榜企业家总财富比去
年的27.5万亿元增长24%，达到34万亿
元，是10年前的6倍。千亿级企业家比去
年增加4人，达45人，10年前一个都没
有；10亿美金级企业家比去年的878人
增加307人，达1185人，是10年前的5倍。

制造业上榜人数占比和财富占比
都增长最多，仍然是上榜企业家的第
一大财富来源，人数占总榜的27%，比
去年增加3个百分点，财富占总榜的
24%，增加5个百分点。其中，先进制造
占6成。大健康行业人数占比10.8%，保
持第二；房地产行业人数占比继续下
降，以9.4%位列第三；化工行业上升，
人数占比6.4%，升至第四。成都商报－
红星新闻记者 俞瑶 邓凌瑶

随着“双十一”促销活动临
近，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
理局聚焦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营
销短信扰民问题，于2021年10月
25日召开行政指导会，规范电商
平台短信营销行为。阿里巴巴、京
东、拼多多、美团等主要电商平台
企业，以及相关基础电信企业和
短信息服务企业代表参会。

会议指出，近年来，“双十一”
促销期间的营销类垃圾短信投诉
呈现集中爆发现象，电商平台的
相关投诉占比高达九成，且衍生
出大量相关消费金融类垃圾信息
投诉。特别是平台“默认”注册用
户同意直接发送促销信息，平台
商家利用平台规则漏洞发送营销
短信等问题较为突出，明显侵害
消费者权益。

会议强调，遏制垃圾信息扰
民、营造清朗通信环境是工业和
信息化部持续推进“我为群众办
实事”的具体实践。各主要电商平
台要正视存在的问题，承担起平
台生态治理的主体责任，严格遵
守《电子商务法》《民法典》《通信
短信息服务管理规定》等相关规

定，认真履行依法经营电信业务
承诺，强化自我约束和自我管理，
切实保护消费者的安宁权。

会议要求，一是电商平台要
立即全面自查自纠零售、金融等
相关产品的短信营销行为，不得
未经消费者同意或请求擅自发送
营销短信，完善现有短信营销预
案，及时向行业主管部门报告阶
段工作进展情况。二是相关基础
电信企业和短信息服务企业要立
即完善管理制度和技术手段，加
强短信端口接入管理，规范短信
签名使用，不得接入违规转租资
源，不得扩大签名使用范围，通过

“回头看”，推动常态化治理。三是
12321网络不良与垃圾信息举报
受理中心要加强垃圾信息投诉受
理、线索转办及监测分析等工作，
发挥“风向标”作用，发现苗头性
问题及时报告。

会上，相关企业郑重承诺将
严格落实垃圾信息治理相关要
求，全面自查整改，坚持依法合规
经营，优化用户服务，及时总结汇
报，确保营销类垃圾短信治理取
得实效。 据人民日报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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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信部：不得未经消费者同意或请求擅
自发送营销短信

大白马栽倒！
格力电器营收净利双降

股价创年内新低

珍惜调整的机会！

2021胡润百富榜出炉：

钟睒睒首次成为中国首富
28位“90后”上榜

商汤科技在最佳的时间发
挥了自己最佳的表现，一直备受

关注，也获得了资本“宠爱”。但是，长期
处于亏损状态以及持续“深不见底”的研
发投入，或许也让市场对这家即将上市
的AI独角兽产生了些许质疑。

其实不单是商汤科技，“AI四小龙”
目前均处于亏损状态，且都急于上市。

商汤科技如今面临的问题，与其余“三
兄弟”一样，难逃外患与内忧。

从外患来看，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
AI行业失去了曾经的神秘，市场竞争开始
加剧，对手实力不容小觑。以华为为代表的
大型ICT综合厂商，还有阿里、腾讯、百度
等互联网巨头，海康威视、大华股份等硬件

龙头企业，纷纷入局了AI赛道，商汤科技
或许并不占据绝对的优势。

从内忧来看，科技大旗高举，但最终
该如何落地，或许是如今商汤科技面临
的核心内部矛盾。商汤科技以计算机视
觉领域起家，在应用场景上目前仍较为
有限，主要以安防和金融为主。对于商汤
科技来说，未来“调”起得过高，容易脱离
实际，但“调”起得太低，又会使自己不具
竞争优势。

商汤科技成功搭上了人工智能的风
口，但人工智能真正的春天，目前仍未到
来。如今的商汤，显得紧张又急促，因为
真正的大考，正步步临近。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俞瑶 刘谧

据招股书，商汤科技的业务
主要分为四个部分：智慧商业、
智慧城市、智慧生活、智能汽车。

其中智慧商业与智慧城市两项业务
是目前商汤科技主要的营收来源，占比
在80%左右，但目前这两大主要营收板块
增速都有所放缓。据招股书，商汤科技智
慧商业业务在 2018 年到 2020 年营收分
别为 85.3 亿元、120.3 亿元、148.5 亿元，
2019年和2020年增速分别为41%、23%；
智慧城市在 2018 年到 2020 年营收分别
为53亿元、127亿元、136.9亿元，2019年
和2020年增速分别为139%、7%。

细分来看，商汤科技的这两大主要
营收业务，各自也面临一定的局限。

首先是智慧商业业务，该业务客户
数量出现明显未及预期的现象。2018 年
客户数量为 539 个，到 2019 年增至 834
个，增速为54%；而2020年客户数量仅为
848个，增速仅为1%。

其次是智慧城市业务，客户总数虽
有所上涨，但智慧城市主要向政府部门
提供公共设施状况的检测及追踪自然灾

害的影响等，这也意味着该业务周期长，
付款周期也一般比较长，因此可能会导
致企业现金流受到一定影响。

或许是考虑到两大主营业务未来都
将面临较大挑战，商汤科技也开始在智慧
生活与智能汽车上不断发力，寻找突破。

据招股书，在智慧生活业务中，商
汤科技已构建用于赋能 IoT 设备及驱
动元宇宙（Metaverse）的多层基础设施，
以提升终端使用者体验。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SenseME 及 SenseMARS 累计赋
能超过 4.5 亿部手机及 200 多款手机应
用程序。

在智能汽车业务上，商汤科技表示，
截至2021年6月30日，已与30余家汽车
公司合作，并已获选为50多个车型的供
应商，在未来数年内，将向2000多万辆汽
车供应绝影产品。

但是对于这两项业务的探索，理性
的投资人或许并不会给予商汤科技肯定
的反馈。毕竟元宇宙概念距离照进现实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智能汽车的商业
化同样不是一蹴而就的。

凭借着学术派硬实力，商汤
科技一直被资本视为“香饽饽”。
公 开 资 料 显 示 ，从 2015 年 到
2021年，商汤科技已融资12轮，
共计52亿美元。

根据招股书，截至 6 月 30
日，商汤科技拥有现金及现金等
价物89.26亿元人民币。作为资
本的“宠儿”，商汤科技目前似乎
并不差钱。

虽然不怎么差钱，但通过招
股书，我们不难看出，作为AI巨
头的商汤科技是一个名副其实
的“吞金兽”。

据招股书，2018 年到 2021
年上半年，商汤科技净亏损分别
为 34.38 亿元（人民币，下同）、
49.68亿元、121.58亿元、37.13亿
元，累计亏损242.77亿元。若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后，从2018年到
2021年上半年，商汤科技经调整
亏损净额分别为2.21亿元、10.37
亿元、8.78 亿元以及 7.26 亿元，
累计扣非净亏损为28.6亿元。

一边是超强的融资“补给”，
一边是年年亏损的“账单”，商汤
科技的钱都花哪儿了？

答案并不难找，作为一家科
技型企业，“人”往往是决定兴衰
的关键。

招 股 书 显 示 ，2018 年 到
2020 年，商汤科技的研发投入
分别为 8.49 亿元、19.16 亿元、
24.54 亿元；2021 年上半年更是
达到17.72亿元，占上半年营收
的107.3%。目前，商汤科技的研
发投入累计已达69.91亿元。

商汤科技烧钱首先归因于
巨额研发支出，而其中研发人员
的薪酬开支占了研发支出的大
头。从 2018 年至 2021 上半年这
3年半时间里，商汤科技用于研
发人员薪资福利（含股权激励）
的开支占比逐年提升。2018 年
研发人员薪资福利为5.13亿元，
占研发开支的60.4%；2020年研
发人员薪资福利为15.69亿元，
占研发开支的63.9%；2021年上
半年发放薪酬12.85亿元，占研
发开支比例高达72.5%。

虽然其中大部分以股份形
式发放，同时近期公司股份公允
价值快速增长，在账面上拉高了
员工的薪资水平，但这也难掩商
汤科技对于研发人员大手笔的
事实。

除了研发开支，商汤科技的
行政开支也显得非常“巨额”。
2020 年，商汤科技行政雇员薪
资共计9.31亿元，占全年行政费
总额的58.5%；到了2021年上半
年，行政雇员薪资共计11.48亿
元，占行政支出总额的79.7%。

其中大部分仍以股份形式
发放，另外2021年上半年，商汤
科技再次以股份为基础，向董事
支付高达11.88亿元的薪酬，而
其中绝大部分被计入行政支出，
这也推高了报表中行政雇员薪
资开支。

从招股书来看，巨额的研发
与行政开支，是导致商汤科技

“烧钱”的主要原因，而这两项开
支又都与“人”直接相关。

商汤科技：

3年半亏损超240亿元
商汤的钱都花哪儿去了？1

2
拆分营收结构 商汤基本盘是否稳固？

即将上市 商汤有多大想象空间？3

AIAI““吞金兽吞金兽””

三年半亏240亿
根据头豹研究院的《2020年中国人

工智能产业投融资报告》统计，截至2019
年2月，中国AI相关企业数量为745家，
约占全球21.7%，其中不少企业都是在
2015年那场“人机大战”之后成立的。

近几年，随着人工智能的飞速发展，
行业逐渐分化，诞生出了以商汤、旷视、云
从、依图为代表的人工智能企业。这4家
企业也被冠以“AI四小龙”的称号，如
今它们都开启了各自的上市步伐。

今年8月27日，商汤科技向
港交所递交招股书。由于商汤市场份
额、融资规模在“AI四小龙”中都位居
首位，因此其赴港上市备受市场关注。

红星资本局将通过商汤科技招
股书，聊聊这家即将上市的AI独角
兽，是不是一家好的企业，其经营的
是不是一门好的生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