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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3日，有消息称叮咚
买菜（DDL.US）已开启大裁
员。红星资本局发现，一位认
证为“叮咚买菜员工”的用户
在脉脉APP上透露，叮咚买菜
已经开启大裁员，裁员比例为
采 购 50% ，算 法 30% ，运 营
30%，招聘10%-20%。在裁员
的赔偿方面，有用户表示，只
有N，没有N+1。另一位用户
称：“已经裁员了，部门一天走
了三个同事，电脑都收走了，
公司N+1不给，赔偿N，没谈
拢，同事准备仲裁了”。

针对裁员一事，叮咚买
菜随后回应红星资本局称：

“裁员消息不实，个别岗位
变动属公司正常组织资源
调整，部分岗位的招聘需求
也在正常释放，目前业务都
在正常运转。”

截至美东时间1月12日收
盘，叮咚买菜股价跌4.87%，报
11.32美元/股，总市值26.72亿
美元。与2021年6月上市时的
发行价相比，股价已经腰斩。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
者 俞瑶 强亚铣

帅不过一天。12日A股刚
反弹，昨日又跌了。三大指数
的日K线几乎都快成了中阴
线，盘面一边倒，多头几乎毫
无抵抗力。

市场大涨后，立即被空头
打压，暴露出市场增量资金不
足、存量资金消耗过快的硬
伤，而这背后又是全球流动性
收紧预期的担忧。本质上，还
是信心脆弱阶段的一种情绪
表达。

市场重挫，白酒股带头砸
盘，贵州茅台大跌4.56%，五
粮液跌了4.14%，锂电光伏等
赛道股一日游，幸亏有宁德
时代护盘，不然创业板指数
的跌幅更大。

话说“宁王”刚出ICU，
现在白酒又来砸，这下可能
投资者就更懵了，你说高位
的新能源不能碰也就罢了，
那咱去找低位的消费，现在
连消费的“老大哥”都靠不
住，这可怎么办？

高位的新能源和白酒一
起跌，达哥觉得这还是补跌的
逻辑。最近达哥不提白酒，就
是担心它可能会加入空头的
阵营，没想到还真就应验了。
行情变成这样，情绪进一步受
抑制，我们只能耐心等待市场
慢慢好转了。

不能蹭饭是小，关灯吃面
是大。这种跌一天涨一天的抽
风式走法，正在反复捶打投资
者脆弱的心灵，目的无非就是
让散户交出手中带血的筹码，
越是这种时候，越是要保持定
力，控制仓位，进可攻退可守。

最近机构不作为，那游资
自然就成为主角了，从而把话
事权掌握在自己手中，妖股极
端暴涨的行情反复上演。不
过，今天尾盘倒是有不少妖股
开始“不讲武德”起来。

多只妖股打开涨停，开
开实业、湖北广电、龙津药
业等纷纷自由落体。这些资
金，似乎是“一致行动人”，
整齐划一。

开开实业刷新了达哥对
尾盘竞价的认知，竟然从10%
的涨停板直接垂落至下跌
6%，收盘最后3分钟2700万资
金竟然把全天成交的7亿多资
金关在了里面，是在害怕周末
被关“小黑屋”吗？

短线资金的博弈很难预
料，也不能说妖股就此要陨落
了，这是情绪周期走到一定阶
段的正常表现，毕竟妖股的总
龙头九安医疗还在。倘若真有
妖股集体陨落，反而更有利于
市场回归正轨，恰恰预示着新
一轮行情的到来。但就目前来
说，这种迹象还不明显。

预制菜题材这两天很火，
有研究预测预制菜可能成为
一个万亿规模的赛道。前面达
哥也跟大家聊过预制菜，节前
需求剧增、年报预告披露也是
利好不断，受到市场资金的热
捧。资金捧它的另外原因还
有，预制菜概念股的盘子基本
都较小，疫情对其也有一定的
驱动作用。今天应该会大幅分
化，短期不适合追涨，回调看
比较好。

（张道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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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12日，一家4S店门口，
一辆电动汽车在充电时发生
自燃爆炸事故，并引燃了旁边
的车辆。网传视频中，BYD门
头标志清晰可见。网上流传出

“比亚迪（002594.SZ）车辆起
火引燃隔壁特斯拉（TSLA.
US）”的消息。

随后，特斯拉方面向红星
资本局回应：根据现场情况，
初步了解到是其他车辆发生
火灾，引燃了旁边的一辆特斯
拉Model Y。消防部门已经将
火扑灭，起火责任认定以消防
部门为准。

“比亚迪网络举报中心”
微信公众号12日发文称，有微
博用户“你的朋友小曾”在平
台发布信息称，“一位提车刚
一个月的特斯拉车主表示，自
己的车停在那充电充着好好
的，旁边的比亚迪突然燃烧，
把自己的车也烧坏了”，引起
大家的关注和议论。

比亚迪对红星资本局表
示，经核实，此为不实信息，起
火车辆非比亚迪品牌。比亚迪
称，针对相关信息已依法取
证，保留追究有关侵权人责任
的权利。

红星资本局注意到，1月
13日，“你的朋友小曾”的微博
页面已经找不到上述内容。

起火车辆并非比亚迪，那
到底是谁？有相关方告诉红星
资本局，从事发地龙潭工业园
获悉，充电自燃的是一辆力帆
电动车，殃及了旁边的一辆特
斯拉和一辆小货车。

红星资本局为此向力帆
官 方 进 行 核 实 ，力 帆 科 技
（601777.SH）董秘办回复称
“并未接到相关消息，对此并

不知情。”而力帆汽车客服一
直无人接听。

从网传视频和照片来看，
起 火 车 辆 的 外 观 与 力 帆
650EV非常相似，这款纯电动
轿车被广泛用作网约车。

2018年，上市仅两个多月
的力帆650EV就发生了自燃
事故，当时力帆官方判定车辆
电池着火的原因为：连日暴雨
导致电池轻微渗漏、电芯短
路，引发电池着火。

2020年7月1日，因电池包
存在起火风险，力帆汽车召回
了3651辆力帆650EV。

力帆科技在吉利接手一
年后，已经复盘重生。

2016年，因骗保丑闻，力
帆的新能源汽车销量暴跌超
六成。而且，在经历了“自燃”
问题、安全性暴雷之后，力帆
的销量持续下滑，2019年的
销量仅剩1.32万辆，2020上半
年的销量到了惨不忍睹的
282辆。

数据显示，2020 年6 月
末，力帆科技资产负债率达
到98.87%，短期偿债能力方
面，其拥有货币资金3.90亿
元，但短期借款高达75.54亿
元、一年内到期非流动负债
达7.01亿元。

2020年8月，力帆集团申
请破产重整。2021年，吉利接
手力帆，重启汽车业务，导入
吉利科技集团首款换电新车
型——枫叶80V。

1月4日晚间，力帆科技发
布产销快报公告显示，公司
2021年汽车整车销量达3862
辆，同比增长60.18%。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
者 吴丹若

叮咚买菜被曝大裁员？
回应：消息不实，属公司正常组织资源调整

保持定力，控制仓位
进可攻退可守

电动车自燃殃及特斯拉？
比亚迪否认 力帆董秘办：不知情

外卖平台爆单
上市公司忙赶工

饿了么相关负责人杨子江告诉
记者，近几个月来，饿了么平台上的
预制菜品跟上一年同期相比增幅在
70%左右。

天猫食品生鲜预制菜行业负
责人陈博告诉记者，2021年天猫

“双11”期间，包括半成品菜、速食

菜在内的预制菜成交额同比增长
约2倍。

“现在的年轻人很少愿意做菜，
但方便快捷的预制菜可以让他们体
验到一些烹饪的乐趣，这也是各大
外卖平台未来商业模式转型的一块
重点业务。我们已经把预制菜关联
的品类也纳入了进来，一些半成品
预制菜在做完后，加上料理包，口感
会更丰富。”杨子江表示。

北京西城区某超市里，预制
菜也被分成好几个品类，放置在
不同的专柜上。工作人员告诉记
者，消费者对预制菜接受度越来
越高，尤其2022年元旦和春节前，
卖得很不错。

有制作预制菜的上市公司相关
负责人告诉记者，公司预制菜品类
已超额完成当初定下的“小目标”。

另一家着重发力预制菜领域的
上市公司安井食品相关负责人告诉
记者，公司在2020年年底成立了安
井冻品先生供应链公司，主营业务
便是预制菜品类，第一年给新公司
管理层定了1.5亿元的收入目标，目
前来看发展势头相当不错，2021年
四季度比三季度有明显增长。

多家上市公司
纷纷切入预制菜市场

1月11日晚间，国联水产发布公
告称，公司与上海盒马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下称“盒马”）签订了《合作
框架协议》，双方决定携手在水产预
制菜品开发与市场推广、共建乡村
振兴产业园区、联合品牌合作及消

费动态共享等领域开展合作。
同日晚间，得利斯在投资者关

系活动记录表中表示，公司的预制
菜业务在B端与C端的业务占比为
7：3。2021年营收增长较快，预计
2022年预制菜营收规模约12亿元。
目前公司的预制菜产能并未充分释
放，预计2022年随着风口扩大、B端
客户资源壮大，预制菜营收翻倍可
行性较大。公告发布后迅速受到资
金追捧，得利斯连续两个交易日涨
停，国联水产更是连收两个20CM
涨停。

据记者不完全统计，2021年11
月以来，互动平台上关于上市公司
预制菜品类布局的提问已不下百
条，多家上市公司纷纷切入预制菜
市场，如三全食品、福成股份、国联
水产、步步高、同庆楼、广州酒家、龙
大肉食等，更有不少上市公司也盯
上了赛道，随时准备入局。

主营果蔬产品的宏辉果蔬在互
动平台表示，预制菜作为食品范畴
产业，亦在公司关注、研发范围内。
白羽鸡肉食品龙头春雪食品表示，
公司目前的鸡肉调理品已经属于预
制菜的范畴，下一步产品研发将会
进一步清晰朝向预制菜。“香菇酱一
哥”仲景食品表示，目前公司已有扩
大业务至预制食品的经营计划。“榨
菜一姐”涪陵榨菜也表示，目前公司
已经发展了部分餐饮渠道的经销
商，并与一些连锁餐饮、食品企业开
展了合作，未来将综合公司及市场
多方因素审慎考虑预制菜等新品类
相关布局。

江苏今世缘酒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今世缘”，603369.SH）近
日发布2021年度业绩预告，预计全年
实现营业收入63亿—65亿元，同比增
长23%—27%；预计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19亿—21亿元，同比增
长21%—34%。

红星资本局注意到，今世缘再
度提出实现营收“超百亿”的目标，
但公司多年来局限于江苏省内市
场，“省外突破战”长期无突破，全
国化进程不顺，或成其百亿进程上
的拦路虎。

今世缘是白酒板块首家披露
2021年全年业绩预告的上市公司，其
业绩保持两位数增长，也将创下公司

“史上最好”的业绩。对于业绩增长的
原因，今世缘表示，主要原因是公司
产品销售稳步增长及产品结构进一
步优化。

今世缘业绩大增
营收、净利保持两位数增长

今世缘称，报告期内，公司围
绕“发展高质量，酒缘新跨越”主题
主线，把握“好中求快”工作基调，
坚定品质为先，聚焦白酒主业，深
入推进差异化、高端化、全国化“三
化”方略，高效推进国缘V系攻坚
战、国缘开系提升战、今世缘品牌
激活战、省外突破战“四大战役”，

市场份额不断拓展，产品销售收入
稳步增长。

同时公司抢抓行业变局机遇，
突出重点，聚焦主导产品，产品结构
进一步优化。尤其是公司“特A+类”
产品销售增长较好（指含税出厂指
导价300元以上白酒产品），即今世
缘高端产品“国缘”，预计收入增速
超过35%，占公司收入比重也进一步
提高，达到65%左右。

红星资本局查阅其2020年度
财务数据发现，2020年今世缘经审
计营业收入51.19亿元，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5.67亿元。
相比之下，2021年营收、净利都保
持了两位数的增长，但与其他体
量接近的酒企比较并不算出彩。
招商证券（600999.SH）研报认为，
今 世 缘 2021 年 全 年 收 入“ 符 合 预
期”，利润端“略超预期”，经历本
轮白酒调整后，公司估值也已经
进入历史低位。

今世缘主营业务为白酒生产和
销售，现有“国缘”、“今世缘”和“高
沟”三大白酒品牌。其中，“国缘”、

“今世缘”为中国驰名商标，“高沟”
为中华老字号。公司地处淮河名酒
带，所在地江苏省涟水县高沟镇是
名酒之乡。优越的地理位置、适宜的
气候条件、优质的水资源造就独特
的微生物圈，为酿酒提供了得天独
厚的生态环境。

提出百亿目标
但省外市场无力

从今世缘2021年全年60多亿元
的营收成绩、发展势头来看，已经掩
饰不住对“百亿目标”的渴望。毕竟，
百亿营收长期以来都是头部酒企的
重要分水岭，“翻”过去才算跻身行业
第一方阵。

2021年12月29日，今世缘召开了
2022今世缘发展大会。今世缘酒业党
委书记、董事长周素明表示，2022年
今世缘将“聚焦高质量，聚力新跨
越”，好中求快，全力以赴开拓全国市
场，全面提速增产扩建，为“十四五”
期间提前实现营收“超百亿”奠定扎
实的基础。

其实今世缘已经多次提出过“百
亿目标”，在2021年初甚至还专门发
表了一份五年战略规划纲要，称公司
到2025年要努力实现“营收过百亿、
争取150亿”。

然而这份战略规划遭到了强烈
质疑，并收到上交所紧急下发的问
询函。原因是作为上市公司，任何公
开发声都必须非常严谨。但今世缘
直接喊出“2025年营收超过100亿
元，争取150亿元”之类话语，无疑将
对公司未来经营产生重大影响。而
且其战略规划中的预测性信息，并
未提供充分、客观的事实依据与预
测基础。

上交所要求今世缘结合历史
和预计产能利用率情况、产销率、
行业发展趋势、自身技术、竞争优
势等方面，补充披露预测性信息
的依据并充分提示风险。这之后
今世缘才赶紧表态称：公司的战
略目标规划并不严谨，只是公司
未来五年的追求，要受很多因素
影响，并不一定能实现，不代表业
绩承诺。

今世缘还多次提出，要加快省外
突破，推进“百城突破工程”，攻坚10
个准亿元省级板块，力争“十四五”
末省外营收占比提升到20%以上。
作为区域次高端白酒，今世缘位于
江苏省，其省内精耕细作能力很强，
但省外扩张不力。在今世缘的“四大
战役”中，“省外突破战”长期来并
无突破。

红星资本局查阅公司近3年财
报发现，江苏省仍是今世缘最为倚
重的市场，公司2018年、2019年和
2020年在江苏省内市场实现的营业
收入，分别占当年营业收入高达
94.63%、93.62%和93.55%，显然已形
成重度依赖。

近年来今世缘持续向次高端及
以上倾斜，并提出全国化之路。然而
截至目前，江苏省外市场营收占比长
期不到10%，这或许会是“超百亿”进
程上的一大拦路虎。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李伟铭

概 念 股 连 拉 20CM 涨 停 ，数 十 家 上 市 公 司 入 局

预制菜上桌
“吃”出个

■ 近几日，预制菜板块连
日大涨，相关概念股更是掀起
涨停潮。

■ 1月13日，板块中国联水
产连续两日20CM涨停，金陵饭
店、西安饮食、海欣食品、得利斯
等相关概念股纷纷连续两日涨
停，10只个股当日涨停。

■ 记者在调研过程中了解
到，随着春节旺季消费临近叠加
就地过年号召，预制菜无论在B
端还是C端都已“卖爆”。这片万
亿市场新蓝海，吸引嗅觉敏锐的
上市公司纷纷开始切入。

业内人士告诉记者，预制菜这个大
型蓝海赛道，被很多上游企业看中，养
殖企业想做、餐饮企业想做、食品企业
也想做，因为市场太大了，食品行业存
量市场被火爆抢夺的场景实属罕见。

华创证券食品饮料首席分析师欧阳
予告诉记者，预制菜在春节前持续火爆，
从产业逻辑看，整个食品工业化的趋势
明显延续，预制菜的风潮正在兴起。

“春节前这个时间点是消费产品的
延伸机会，行业企业也在把预制菜当做
新的礼盒产品开始延伸，逐步向精细化
落地。而且短期来看，疫情下各地号召
就地过年，也会提高预制菜的渗透率。
此外，从预制菜目前的产销情况来看，
各家企业处于布局阶段，2022年春节也
是各家企业重点获取渗透打开市场的
关键节点。”欧阳予表示。

国海证券在研报中表示，预制菜是
近五年食品加工行业中发展最快的子
行业之一。疫情常态化下，在家就餐增
多，盒马、叮咚买菜等新零售渠道兴起
也加速了预制菜的消费普及。

在巨大的需求下，预制菜有望发展
成为千亿乃至万亿级的大市场。艾媒数
据预测，2021年我国预制菜市场规模为
3459亿元，两年后将超过5000亿元。山
西证券在研报中表示，未来3-5年预制
菜行业有望成为万亿餐饮市场。

据中国证券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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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春节是各家企业
打开市场的关键节点

今世缘2021年营收超63亿
“省外突破战”无突破

涨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