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月12日，加密货币市场上演大
逃杀。一度被币圈玩家称为“币圈茅
台”的 LUNA 币遭到血洗，狂泻
99.99%！

据coingecko，LUNA币曾在4
月5日达到119.5美元高点，也达到了
其最高市值41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
2786亿元）。不过，近段时间LUNA
币一直下跌，截至发稿其最新价已不
足1美分，仅0.0001美元。

祸不单行，LUNA币被血洗期
间，加密货币市场也上演大逃杀。币
coin显示，24小时内共有逾37万海
外用户爆仓，爆仓价值9.38亿美元，
约63.6亿元人民币蒸发！

据界面新闻13日午间消息，全球
最大的数字货币交易所币安发布公
告称，Terra（LUNA）网络已于区块
高度7,607,789停止，Terra（LU-
NA）网络的充值和提现业务已于
2022年05月13日10:25（东八区时
间）暂停。待Terra（LUNA）网络稳
定进行时，币安将重新开放Terra
（LUNA）网络的充值和提现业务，不
再另行公告。

“币圈茅台”暴跌超99%
挂钩的“稳定币”也不稳了

加密货币LUNA币，在4月5日曾
达到119.5美元的高点，月余时间LU-
NA 币 的 价 格 基 本“ 归 零 ”，暴 跌
99.99%，截至发稿 1 枚 LUNA 币的价
格为0.01美分。

据了解，LUNA是Terra的平台代
币，用于稳定币的发行，价格稳定机
制，以及网络治理。

面对币值大幅缩水，Terra创始人
Kwon出来喊话：“过去72小时对每个
人都非常艰难，我决心与每个人一起
度过这场危机，寻求自救方法。”不过
币圈业内警告：UST如果没有救回来，
不要轻易尝试抄底LUNA。

受 LUNA 暴跌影响，与 LUNA 挂
钩的稳定币UST最低跌破0.21美元。
处于与美元严重脱钩状态。据了解，
UST是加密货币市场的第三大稳定币，
此前其价格始终保持在1美元左右浮
动。而5月10日开始，UST也出现了暴
跌，与其“稳定币”的属性相去甚远。

“稳定币”不稳了成为常态，算法
稳定币为何频频崩盘？

一位资深币圈人士对每经记者表
示，目前不同的稳定币都被统称为“稳
定币”，但其实并不应该都使用同一个
名词，因为算法稳定币和法币支持的
稳定币有很大不同。这对加密货币领
域的人来说似乎并不重要，但在政策
领域，该信息经常被忽略。

以UST为例，该人士进一步解释，
LUNA是Terra协议的治理代币，主要
功能有协议治理和质押挖矿。用户将

Luna 质押给验证者，验证者在区块链
上记录和验证交易，以换取交易费用
的奖励。UST 则是 Terra 体系内与美
元挂钩的代币。Terra 设计了一个算
法，就是让1 UST始终能够兑换价值
1 USD的LUNA，同时价值1 USD的
LUNA也能够兑换回1 UST。

通俗理解，当 UST 价格高于 1 美
元时，用户可以向系统发送等值 1 美
元的 LUNA（LUNA 被销毁），同时换
取 1 个 UST（UST 被铸造）。而当 UST
价格跌到 1 美元以下时，用户就可以
向系统发送UST（UST被销毁），换取
1美元的LUNA（LUNA被铸造），这样
就降低了UST的市场供给，恢复UST
与美元1:1的锚定关系。

在一般情况下，市场都会自发通
过上述两种操作进行套利，客观上帮
助维持UST与美元的锚定关系。但是
在加密市场遭遇剧烈波动时，这种通
过市场自发调节供需关系的稳定机制
就会失灵，可能发生大规模的清算事
件，使UST信用进一步崩坍，进而陷入

“死亡螺旋”之中。
据记者了解，UST脱锚，在算法稳

定币领域并非首次。去年 4 月 1 日，
EOS最大的算法稳定币系统USDX崩
盘，代币 USDC 最低跌至 0.65 美元。
USDX是DFS团队在当年1月推出的
算法稳定币系统，上线65天，流通市值
达到6000万美元，跻身全球算法稳定
币市值TOP2。一直到崩盘前，挖矿年
化收益还保持在1500%以上。

而在此之前，以太坊上最大的算
法稳定币 AMPL 还是 BSC 上最大的
BDO，也曾面临同样的局面。

24小时内逾37万用户爆仓
爆仓价值达63.6亿元

在LUNA币闪崩下，包括比特币、
以太坊在内的加密货币同样经历血雨
腥风。5月12日，当天还有数十只虚拟
货币跌幅巨大。

市值比较靠前的比特币和以太币
跌幅分别一度超过10%和20%，后有所
回稳。此前被马斯克带货的狗狗币更
是暴跌近25%。

5月12日，比特币已跌破27000美
元大关，再创年内新低。以太坊24小时

内跌幅为22.17%，最低至1773.16美元。
行情显示，截至5月12日，加密货

币市场下跌币种 4909 个，上涨币种
804 个。比特币最低价格近 26675 美
元，截至发稿最新价格为29282美元，
跌幅达 6.17%。截至发稿以太坊跌约
13%，最新价格为1979美元。

数十万人正在经历爆仓。
币coin显示，24小时内共有逾37

万海外用户爆仓，爆仓价值 9.38 亿美
元，约63.6亿元人民币蒸发。

普通投资人经历暗淡时刻之际，5
月11日，派盾（全球顶尖区块链安全公
司）在推特上发文表示，波场 TRON
创始人Justin Sun（孙宇晨）单日将4.19
亿枚 USDT 转入 Binance，过去 2 小时
内又从 Binance 转出 3.19 亿枚 USDT。
这意味着他一天内亏损了一亿。

“币圈有风险，入市需谨慎。”投资
者唏嘘。Luna币的“归零”甚至引发了
部分投资者对比特币未来是否会归零
的担忧。

今年以来，比特币价格已下跌超
45%，目前在全球大类资产中排名倒数
第一。

英国《金融时报》整理 Crypto-
Compare的数据显示，到目前为止，市
值排名前500的数字货币总市值已从
2021年11月的创纪录高点腰斩至1.6
万亿美元。

“加密市场已经承受了一段时间
的压力，”AscendEx的风险合伙人Mi-
chael Rinko 接受 CNBC 电视台采访
时表示，“美联储继续加息，所以股市
继续下跌，加密货币也随之下跌。”

针对加密货币市场面临的冲击，
记者通过微信联系到四川大学国际
经济学教授龚秀国解读。龚教授表
示，美国 4 月 CPI（同比涨幅 8.3%）仍
处于近 40 年高位，并超出市场预期，
这意味着美联储将加快加息缩表步
伐，金融市场随之下跌，代表新兴行
业的加密货币市场自然是首当其冲。
因为市场普遍认为加密货币市场的
风险比传统行业高得多。

另外，他解释说，各国为了维护金
融主权，也在不同程度限制加密货币，
或将其排除在正规金融体系之外，这
也导致了加密货币的持续走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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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所急到“拔网线”
2700亿LUNA币急速归零

孙宇晨1天或巨亏上亿，新晋华人首富身家缩水5736亿

比亚迪半导体再一次收到
证监会问询函。5月12日，证监
会官网发布《比亚迪半导体股
份有限公司注册阶段问询问
题》（以下简称《问询》），要求比
亚迪半导体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比亚迪半导体”）结合
比亚迪股份同类产品的采购数
量、价格及关联占比情况，说明
其是否具备独立经营能力、是
否存在大股东向发行人输送利
益的情形。

今年 1 月 27 日，比亚迪半
导体创业板首发过会，并于 4
月29日向证监会提交注册。

高度依赖控股股东
独立性再受质疑

比亚迪半导体主要从事功
率半导体、智能控制 IC、智能
传感器及光电半导体的研发、
生产及销售。自成立以来，公司
以车规级半导体为核心，同步
推动工业、家电、新能源、消费
电子等领域的半导体发展。
2019-2021 年，比亚迪半导体
分 别 实 现 营 收 10.96 亿 元 、
14.41亿元、31.66亿元；同期净
利 润 分 别 为 8511.49 万 元 、
5863.24万元、3.81亿元。

根据申报材料，比亚迪股
份作为控股股东，持有比亚迪
半导体72.30%的股份比例。比
亚迪半导体约六成收入来自比
亚迪股份，且同类产品关联销
售毛利率高于非关联销售。
2021年，比亚迪股份净利润下
滑34.03%，而比亚迪半导体的
业绩增长649.54%。同时，比亚
迪半导体通过授权使用比亚迪
股份的财务系统，并使用比亚
迪股份无偿授权的商标。

2019 年 、2020 年 和 2021
年，比亚迪半导体向关联方销
售商品、提供劳务及合同能源
管理服务的金额分别为6.01亿
元、8.51 亿元和 20.06 亿元，占
营 业 收 入 的 比 例 分 别 为
54.86%、59.02%和63.37%。

比亚迪半导体招股书（注
册稿）介绍，公司对关联方销售
占营业收入的比例较高，其中
主要为向比亚迪集团销售，使
得公司客户集中度较高。其中，
比亚迪集团指比亚迪股份及其
直接或间接控制的其他企业。
目前，公司第三方销售拓展虽

呈上升趋势，但短期内第三方
销售总体规模仍较小。

证监会在《问询》中要求比
亚迪半导体要进一步说明，基于
市场化谈判向非关联方开拓业
务的具体体现，非关联方客户的
开展成果，非关联交易是否存在
基于与比亚迪股份业务合作或
配套等关系而发生的情形，说明
相关金额及占比，是否具备独立
面向市场获取客户的能力。

投资8英寸晶圆设备
是否合理

《问询》还要求比亚迪半导
体补充说明大规模投资8英寸
晶圆生产设备的商业合理性，
相关设备是否面临淘汰及跌价
风险，以及新能源行业退坡政
策、汽车厂商受疫情及相关零
件短缺对发行人持续经营能力
产生的影响。

2021 年8 月24 日，比亚迪
半导体与济南高新财金投资有
限公司、济南产业发展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合资设立济南半导
体，注册资本 49 亿元，其中比
亚迪半导体认缴出资约38.1亿
元，出资比例为77.75%。

比亚迪半导体以 30.5 亿
元，购买济南高新科技成果转
化经纪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济
南经纪”）拥有的晶圆制造设
备，该套设备用于 8 英寸晶圆
制造，包括光刻机、离子注入机
等关键设备，部分设备将用于
对济南半导体出资。

《问询》显示，目前多数国
际主流半导体设备厂商将资源
更多投入在 12 英寸设备研发
及生产上，已停止或减少 8 英
寸厂晶圆设备的生产。

《问询》还发现比亚迪半导
体向深交所提交的第二轮审核
问询回复中，出现预测差异较
大的情况。前次预测济南项目
晶圆产量为16万片时，2022年
净利润0.67亿元；此后预测晶
圆产量为 15.81 万片时，2022
年净利润2.77亿元。

《问询》要求，上述两次预
测的假设条件、测算方法、测算
结论是否存在较大差异，如是
请说明原因，比亚迪半导体的
相关预测是否审慎。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吴丹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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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公告
●成都市成华区综合行政执法
局遗失四川省政府非税收入一
般缴款书， 编号1425055770共
五联，现声明作废。
●王海镔遗失绿地之窗3-1-20
15产权税费收据（收据号NO.0
056023，金额￥6311.74元）声明
作废。
●成都彭州天府运业有限责任
公司《保险中介许可证》 原营
业地址： 彭州市工业开发区变
更为： 四川省彭州市天彭镇天
府东路2号。

●孙正 (身份证号64212419811
1012711)“机电工程”工程师职称
证书(编号I-85424)遗失作废。
●王攀 (身份证号：510723198
702124075) 建筑设计中级职称
证书 (编号：20190009837)遗
失作废。
●张永建 (身份证号：5138221
98606147017) 建筑设计中级职
称证书 (编号：20190009838)
遗失作废。
●陈俊余 (身份证号：5110241
99301123112) 助理工程师职称
证书 (编号：20190009956)遗
失作废。

●马小洪 (身份证号：5103211
99101053558)“机电一体化”助
理工程师职称证书遗失作废。
●四川省舞台美术学会， 李艺
梅法人章编号 5101009213997
遗失作废。
●成都城宇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原法人秦建国法人章编号5101
095668382，遗失作废。
●天府新区成都片区兴隆蛙秘
书麻椒鱼店公章（编号51011
00339799）遗失作废。
●成都和聚点电力安装有限公
司， 原法人陈仁建法人章编号
5101055204932遗失作废。

●声明 四川正坤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员工杨昊龙已于2022
年5月11日离职， 我司郑重声
明， 自离职之日起， 今后其在
外的一切活动或言行属于个人
行为， 所造成的任何经济损失
及法律责任皆与我公司无关。
四川正坤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22年5月11日
●成都寻岩体育文化传播有限
公司财务专用章编号51010604
03741遗失作废。
●四川瀚寓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公章（编号5101140075196）遗失
作废。

遗失声明
成都市鑫顶峰食品有限公

司， 公章编号： 510114002062
8财务专用章编号51012500039
62遗失，声明作废。
●成都市勤美人力资源管理有
限公司刘辉法人章编号51011
50085119的销毁证明遗失作废
●四川远山工程项目管理有限
公司财务专用章编号51010758
18276、 发票专用章编号51010
75818278、 范帅宾法人章编号
5101075818280遗失作废。
●雷长隆身份证及驾驶证（证
号510131197311123414）遗失。

遗失声明
成都弘骏翼坤商贸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
0108MA6BRE3E7J）本企业不慎
将营业执照正本遗失特此声
明作废。
●四川宇成晶华建设有限公
司， 原法人胡云飞法人章编号
5101055169626遗失作废。
●四川云鑫诺商务信息咨询有
限公司财务专用章编号510104
0535037遗失作废。
●四川宝熙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严映林法人章（编号 :5101008
671680）遗失作废。

注销公告
四川蜀昀文化项目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注册号：511421000029
141）经股东会决议注销本公司。
请相关债权债务人自本公告见
报之日起45日内向公司清算组
申报债权债务，特此公告
●成都名流天马汽车部件有限
责任公司合同专用章编号5101
080008538遗失作废。
●成都武侯恬代弘济堂中医诊
所有限公司发票专用章编号：
5101075784567， 财务专用章
编 号 ：5101075784566， 均 遗
失作废。

●公告： 请位于邛崃市临邛街
道前进社区10组（杨坝寇坟园）
的坟主10个工作日内与前进社
区联系认领坟墓相关事宜，逾
期不联系或不办理相关手续的
视为无主坟，将按无主坟处理。
特此公告。联系人：华利明
联系电话：13540093498
邛崃市临邛街道前进社区居民
委员会 2022年5月14日
●四川智信特电力科技有限公
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
0100MA6DH2Y634） 营业执照
副 本，公章（编号：510109533
9244）均遗失作废。

●成都市武侯区双楠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统一信用代码1251
01074507936505） 经武侯区委
机构编制委员会同意撤销，债
权债务关系转接至成都市武侯
区浆洗街社区卫生服务中心，
请债权债务人于见报之日起7
天内前往成都市武侯区浆洗街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重新签订合
同，特此公告。
●四川祥瑞红商贸有限公司财
务专用章编号5101075691250，
肖舒法人章编号510107569125
7均遗失作废。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22123期开奖结果：154，直
选：8119注，每注奖金1040元；组选6：31790注，每注奖
金173元。（43977460.31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22123期开奖结果：15440，
一等奖50注，每注奖金10万元。（451485067.7元奖金滚
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7星彩第22053期开奖结果：
359204+13，一等奖：1注，每注奖金500万元；二等奖：7
注，每注奖金109496元；三等奖：13注，每注奖金3000
元。（277006095.63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以上奖期兑
奖截止日为2022年7月12日)

体
彩

中国福利彩票福彩3D第2022123期开奖结果：590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第2022053期全国开奖结

果：16 12 07 02 19 03 01，特别号码：18
（以上所有开奖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兑彩票

福
彩

比亚迪半导体
再遭证监会问询

独立性、采购8英寸晶圆设备受质疑

5月13日，蔚来（NIO.US）
在APP上发布通知称，受近期
全球原材料价格持续上涨影
响，2022年5月23日起，蔚来将
对 ET7 价格进行调整：ET7 全
系车型起售价格上调 1 万元；
2022 年 5 月 22 日（含）前支付
ET7定金且在2022年内提车的
用户，可按照调整前价格购买。

蔚来此前就曾多次透露或
将调整售车价格。蔚来汽车
CEO李斌曾表示，电池上游原
材料的成本增加，需要整个产业
链来分担上涨的压力，后续会根
据市场的价格、原材料的价格，
判断蔚来是否需要更改价格。

蔚来 ES8、ES6、EC6 的各

版本车型从5月10日开始，起
售价上调 1 万元。电池租用服
务和电池包价格方面也有一定
的价格上调，长续航电池包电
池租用服务费由1480元/月调
整为 1680 元/月；标准续航电
池包电池租用服务费不变，仍
为980元/月。电池包按年灵活
升级至长续航电池包的价格调
整为 9800 元/年；按月灵活升
级价格不变，仍为880元。

目前蔚来的在售车型中，
只有 ET5 车型的起售价格不
变。蔚来方面向红星资本局表
示，目前ET5暂无涨价计划。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
者 吴丹若

币圈大逃杀

稳定币不稳
LUNA币4月5日曾达到119.5美元的

高点，月余时间LUNA币的价格基本“归
零”，暴跌99.99%，截至发稿1枚LUNA币
的价格为0.01美分。与LUNA挂钩的稳定
币UST最低跌破0.21美元。处于与美元严
重脱钩状态。

为何崩盘？
加密市场遭遇剧烈波动时，通过市场

自发调节供需关系的稳定机制就会失灵，
可能发生大规模的清算事件，使UST信用
进一步崩坍，进而陷入“死亡螺旋”之中。

美东时间 5 月 10 日盘
后，美国最大的加密货币
交易平台 Coinbase（NAS-
DAQ: COIN）公布了2022
年第一季度财报。财报显
示，该公司一季度收入为
11.7 亿 美 元 ，同 比 下 滑
27%，环比下降53.2%。财报
发布次日，Coinbase收盘报
53.72 美元/股，较去年 11
月的高点已下跌85%。

被 称 作“ 比 特 币 巨
鲸”，全球持有比特币最多
的上市公司 MicroStrategy
（NASDAQ: MSTR）周 三
收盘报 168.20 美元/股，今
年至今已下跌超过70%。

币圈大佬们的身家也
随着加密货币的大跌有所
下滑。

根据彭博亿万富翁指
数，Coinbase 创始人布莱
恩? 阿 姆 斯 特 朗（Brian
Armstrong）去年 11 月的个
人财富为137亿美元，而截
至目前，其财富已经蒸发
约83%，降至23亿美元。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
注意到，币安首席执行官
赵长鹏（Changpeng Zhao）
遭受的损失比阿姆斯特朗
更大，1月份的彭博亿万富
翁指数显示，赵长鹏的个
人财富为960亿美元，截至
5月11日，这一数字已缩减
至 116 亿美元，蒸发 844 亿
美元（约合人民币 5736 亿
元），跌幅近90%。据界面新
闻，赵长鹏是一位出生在
江苏连云港的加拿大籍华
人，今年 45 岁，去年底，国
内媒体《财经》在一篇报道
中指出，赵长鹏的身家高
达900亿美元，超过了农夫
山泉董事长钟睒睒，成为
了华人首富。

加密商业银行 Galaxy
Digital 首 席 执 行 官 Mi-
chael Novogratz 的个人财
富则从去年 11 月初的 85
亿美元跌至25亿美元。

Gemini 联 合 创 始 人
Tyler 和 Cameron Winkle-
voss今年各自损失约22亿
美 元 的 财 富 ，降 幅 约 为
40%。另一个加密交易所
FTX 的 首 席 执 行 官 Sam
Bankman-Fried的财富自3
月底以来也下降了一半，
至约113亿美元。

据每日经济新闻

交易平台股价大跌
币圈大佬身家缩水

蔚来ET7涨价1万元
此前ES8、ES6、EC6已上调1万元

■LUNA币曾在4月5日达到119.5美元高点

■至发稿时，已不足1美分，仅0.0001美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