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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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些板块本周有望爆发？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3D”第2022195
期开奖结果：660。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双色球”第
2022084期开奖结果：红色球号码：32 25 24 03
23 18 蓝色球号码：09
（以上所有开奖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22195期开奖结果：122，
直选：9206注，每注奖金1040元；组选3：20766注，每注
奖金346元。（43699169.07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22195期开奖结果：
12242，一等奖46注，每注奖金10万元。（371489840.22
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7星彩第22084期开奖结果：
942892+11，一等奖0注；二等奖5注,每注奖金101906元；
三等奖13注，每注奖金3000元。（288129858.82元奖金滚入
下期奖池）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22年9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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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2日，中共上海市纪律
检查委员会官网披露，经上海
市委批准，上海市纪委监委对
上海电气原党委书记、董事长
郑建华的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
行立案审查调查。

因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
嫌受贿、贪污、挪用公款、国有
公司人员滥用职权犯罪等，郑
建华被给予开除党籍处分、开
除公职处分；违纪违法所得被
收缴；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
机关依法审查起诉。

记者注意到，去年5月末，
上海电气突然爆雷，上海电气
及其控股子公司迎来管理层地
震，郑建华也是其中之一。

当时，上海电气发公告称，
其持股40%的子公司——上海
电气通讯技术有限公司（下称

“电气通讯公司”）应收账款普
遍逾期，上市公司面临最高83
亿元的归母净利润损失。

这则公告也揭开了隋田力

“专网通信”事件。该事件涉及
多家上市公司，合计亏损金额
或超240亿元。上海电气不仅最
先爆雷，也是在该事件中面临
损失最多的公司。

此后，上海电气及其子公
司管理层遭遇“大地震”：

2021年7月27日，郑建华
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
上海市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
监察调查。

2021年8月5日，被认为有
望成为郑建华接班人的黄瓯
（时任上海电气执行董事兼总
裁）去世，上海电气未在公告中
披露其去世的具体原因。

2021年11月17日，电气通
讯公司原总经理沈欣、原财务
总监毛利民、原营销总监兼商
务部部长金航涉嫌严重违纪违
法，接受上海市长宁区纪委监
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
者 杨佩雯

原本用于查看老人起居生
活的摄像头，没想到立下了功劳。

7月24日，家住四川省眉山
市东坡区永寿镇的刘先生告诉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家中
岳母和母亲都已年过七旬，自己
和妻子在南京打工多年却无力
尽孝，加上二老身体多病，如不
时时查看，恐出现意外都不知
情。无奈加担忧，刘先生于年初
回来，给老屋装上三个摄像头，
以便时时查看家中二老情况。

不过，前不久，刘先生岳母
帅老太家中，部分现金和贵重
物品被盗，由于家中安装了监
控摄像头，“录”下男子行窃的

全过程。仅仅一个半小时，行窃
者就被挡获。

审讯时，犯罪嫌疑人杨某
供述，当天自己途经帅老太屋
外，意外发现钥匙挂在门上且
大门没锁，四处观察无人后，便
直接进入室内实施盗窃。

目前，犯罪嫌疑人杨某涉
嫌入室盗窃被警方依法刑事拘
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眉山市公安局东坡区分局
永寿派出所民警李辉介绍，永
寿镇常住人口4万余人，独居老
人有3000余人，已经有不少老
人家中装了摄像头。 李洋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蒋麟

“中国版eBay”
曾占国内电商90%市场，被淘宝超越

易趣网称，2022年8月12日24：00前，
将关闭网站所有商品、商铺的交易功
能，同时关闭易趣网用户注册、登录、充
值功能。

1999年，25岁的邵亦波从哈佛商学
院毕业回国，与谭海音创立了“中国版
eBay”易趣网。网站成立两个月注册用
户就增加到4万人，网上交易额突破
1000万，并在成立三个月的时候获得美
国三家风投公司的650万美元的投资。

据媒体报道，2002年3月，eBay向易趣
注资3000万美元控制了后者33％的股份；
次年6月，eBay又以高达1.5亿美元的价格
完成了对易趣的全资收购，那时的易趣占
据了中国电商90%的市场，而淘宝还未
建立。易趣网也自此改名为易趣eBay。

卖掉易趣时，邵亦波年仅29岁。他
的退出让刚刚成立两个月的淘宝看到
了进军C2C的希望，此后的淘宝奋起直
追、一路狂奔。而eBay接手后的易趣，由

于依然坚持包括收取服务费等在内的
“美国模式”，市场份额不断减少。

根据《中国电子商务》杂志报道，
2004年初，以年度成交总额（GMV）来
看，淘宝网在中国在线拍卖市场上的占
有率为9%（eBay易趣为90%），但到了当
年底，这一占有率已急剧攀升到41%
（eBay易趣为53%）。到了2005年，淘宝网
已经以72.2%的绝对优势成为国内C2C
市场的老大，而eBay易趣只剩下26.7%。

到2012年，据艾瑞咨询数据显示，
在C2C网购市场，淘宝当年第二季度以
95%的份额处于绝对领先，易趣的份额
则降至0.01%。中国C2C电商平台的头把
交椅，就这样易主了。

易趣网做错了什么？
照搬美国模式，错失支付方式良机

2017年，邵亦波在接受媒体采访时
表示，他曾计划联合一个财团从eBay手
中把易趣买回来。他建议eBay应该将易
趣从国际业务中剥离出来，更加注重本

土化运营，“甚至我都找来了几亿美金，
也找到了管理者，但eBay不同意。”

邵亦波认为，最大的败因还是当时
eBay易趣在与淘宝的较量中丢失了关
键的一局——“付款”，此局一败扳回无
望。易趣卖给eBay后，因为eBay在中国尚
无支付牌照，就撤销了此前的“易付通”
服务。

业界人士也认为，照搬美国模式是
造成易趣eBay失败的重要原因。中国电
子商务研究中心电商分析师余思敏认
为，易趣最初所使用的用户收费模式与
海外同步，同时期淘宝为和易趣竞争一
直采取亲民免费模式，吸引了大量用
户，而此时易趣并没有选择跟进和改变
对抗策略。再加上与eBay合作带来的一
系列问题导致了大量用户流失，市场竞
争力大幅下降。

虽然后来易趣eBay也曾尝试与Pay-
Pal对接，提供方便快捷的支付模式，并从
2006年开始免除所有服务费用，但这些
改变都滞后于淘宝，显得为时已晚。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俞瑶 谢雨桐

爆雷83亿后
上海电气原董事长被双开

装监控查看老人起居
摄像头拍下老屋被盗全过程

动力电池回收，既
有资源上的必要性，也
是一个千亿级规模的
市场。随着新能源汽车
销量与保有量的不断
增长，动力电池正迎来
退役潮。工信部高度重
视动力电池回收利用
工作，正逐步建立健全
行业体制机制与行业
标准。

二“王”相争

在7月21日举办的
2022世界动力电池大
会 上 ，宁 德 时 代
（300750.SZ）董事长曾
毓群表示，“电池里面绝
大部分材料都是可以重
复进行利用的，目前我
们镍钴锰的回收率已经
达到了99.3%，锂达到了
90%以上。”

然而“锂王”天齐锂
业 （002466.SZ/09696.
HK）却质疑称，锂回收
理论上可以，在商业应
用上还达不到大规模回
收再利用，并认为宁德
时代的锂回收率，“实验
室应该能做到，但是商
业上还没见过。”

而宁德时代对此回
应称，“欢迎到广东邦普
看先进量产技术。”

回收率已达99.3%
VS商业上做不到

业内看法

技术上可行
市场机制不支持

对于双方的分歧，
有业内人士向红星资本
局指出，“技术上目前确
实 能 达 到 90% 的 回 收
率，该技术也可以商用，
但动力电池回收的最大
挑战在市场机制，回收
难、回收成本高、回收不
正规。”

行业趋势

电池退役潮
倒逼行业机制健全

它占据中国电商90%市场时，淘宝还未建立

昔日第一电商网站易趣网宣布关停
红星资本局消息，

近日，上海盈实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公告称，由
于公司调整运营策略，
决定停止易趣网络平台
运营，关闭易趣网站。

随后，话题#易趣
网将停运关闭#登上微
博热搜。

记者注意到，2003
年易趣网如日中天的时
候，创始人邵亦波将其
卖给全球最大的电子商
务网站美国eBay，彼
时淘宝才刚刚成立。但
仅仅一两年的时间，淘
宝就占领了国内绝大部
分的C2C市场份额，傲
立群雄。

从昔日国内第一大
电商网站，到近日落下
终章，易趣网走过了起
起伏伏的23年。

千亿级的动力电池回收
蛋糕有点大 挑战有点多

锂回收率达90%？“宁王”“锂王”呛声

GGII（高工产业研究院）数据显
示，2021年全国锂电池理论退役量达
51.2万吨，实际回收废旧锂电池29.9万
吨，其中用于再生利用的电池25.8万
吨，用于梯次利用的仅4.1万吨。

华友钴业（603799.SH）总裁助理
鲍伟特别提到，我国动力电池材料的
对外依存度很高，动力电池回收主要
解 决 对 外 依 存 度 的 难 题 。格 林 美
（002340.SZ）副总经理张宇平指出，如
果按照现在的产业发展下去，锂镍钴
只能支持几十年。通过回收，到2025年
锂镍钴能够达到当年需求的三分之

一。“做动力电池回收利用，就是做千
万吨级的矿山。动力电池回收产业达
到千亿产值毫无疑问。”

广发证券研报指出，到2030年，锂
电池回收规模在中性预测下达1089亿
元。业内普遍预测，这是一个千亿级
的市场。

鲍伟表示，回收行业通过梯次利
用和再生利用，使锂电池的全生命周
期的成本降低了20%以上。

工业和信息化部节能与综合利用
司副司长尤勇在世界动力电池大会上
表示，开展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的回

收，是缓解资源瓶颈约束的战略选择。
“当前回收利用市场正在发生深

刻的变化，废旧动力电池残余价值大
幅上升，其回收价格也水涨船高，从
企业不愿意回收变成了香饽饽。”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王震坡在会上
发布了动力电池回收利用预测报告，
初步预测未来五年动力电池平均每年
有20-30GWH/16万吨退役，预计到
2026年累计退役量超过142.2GWH/
92.6万吨。2022年至2026年，TOP10动
力电池企业累计退役量将达90GWh，
TOP1的宁德时代就达到44GWH。

市场蛋糕不小
做动力电池回收，就是做千万吨级别的矿山1

面临最大挑战
上游找不到买家，下游找不到电池2

中国工程院院士孙逢春在演讲
中指出，我国动力电池回收面临原材
料短期供需失衡的矛盾，而且动力电
池回收利用市场机制成熟度不高。

首先是动力电池产能已经有过剩
的趋势。据不完全统计，我国头部电池
企 业 2025 年 计 划 产 能 规 模 达 到
2500GWh，是2021年装机量的16倍，可
支撑年产5600万辆EV（纯电动汽车）。

其次，市场机制不够健全。电池
回收企业已从2021年的3000多家快速
增长至当前的2.4万家。“我觉得不需要
这么多。”孙逢春提醒，各环节涉及企
业多，信息流通难以保障，退役电池持
有企业与后端回收利用企业信息不对
称等问题凸显，小企业囤货、正规企业
无货源。行业调研结果表明，钴、镍、
碳酸锂等材料的回收价格大幅飙升，

涨幅甚至超过新材料价格。
王震坡教授提到，难点首先在于产

业链上下游信息不对称，上游有电池找
不到下游的买家，下游找不到上游的电
池，并且交易的透明度比较低；其次是
梯次利用技术存在缺陷，价格不透明，
电池的健康状态难以评估；行业的装备
水平对于不同类别、类型的电池兼容
度较低；智能化和绿色化水平不够。

标准急需健全
回收网点虽已破万，行业标准仍有欠缺3

工信部高度重视动力电池回收
利用工作，陆续出台《新能源汽车动
力蓄电池回收利用管理暂行办法》等
系列政策，以及动力电池回收利用重
点环节的国标、行标和企标；建设动
力电池回收利用溯源管理平台，目前
已将占全国产量94%的新能源汽车纳
入溯源管理；推动汽车生产企业落实
生产者建成10171个回收网点，覆盖31
个省、326个行政地市区。

据王震坡介绍，目前溯源管理平
台接入车辆超1000万辆，电池包超
1400万套，电量超500GWh。

不过动力电池回收的行业标准

还是有所欠缺。目前动力电池回收的
国家标准有10项，主要涉及通用要
求、管理等环节，行标只有17项，集中
在有色金属和化工行业。

王震坡透露，今年2月，退役电池
回收利用行业标准工作组正式由工
信部批复成立，工作组设立秘书处，
负责标准项目的组织和协调等日常
工作。目前已经建立多元回收模式，
以4S店为主的利用网点和区域中心
站同步推动。今年下半年将在再生利
用产品碳足迹、剩余容量评估、无害
化破碎分选方面开展工作。

工信部也将进一步健全回收利用

体系，支持高效拆解、再生利用等技术攻
关，不断提升回收利用比例和利用效率。

孙逢春建议，要加速打造低碳、
零碳电池产业链；强化产品循环利用
效率和设计理念。

他强调要强化动力电池能源属
性，弱化其高价值电动汽车部件属
性；追求适合场景和满足需求的续航
里程，降低整车质量，节能降耗；大力
推广换电模式、车电分离，高效和长
寿地利用电池。“现在大家都在无限
地追求续航里程，一千公里或者是八
百公里以上的，我认为这并不是一个
非常值得倡导的现象。”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吴丹若 罗敏

上周市场给人的整体感受
是冲高回落。冲高是对前一周
市场下跌的一个修复，回落则
证明修复的力度到目前为止是
比较弱的。在这一上一下之间，
上证指数震荡的区间就逐渐清
晰了。不过，即便上证指数走势
比较清晰，但板块轮动得很快，
比如周一的热点是环保，周二
是华为概念，周三是军工，周四
是半导体，周五又到了环保。这
种节奏该如何把握呢？

在达哥看来，从逻辑面和
资金面看，眼下的市场要想走
出单边行情，概率比较小，更多
的是以宽幅震荡为主。上证指
数经过上周的冲高回落，震荡
区间的雏形已经初步形成了，
上沿在上方缺口附近，下沿在
3220点附近。按照之前我对于
市场的定性，只要上证指数没
有回补掉上方的缺口，这个震
荡就是弱势震荡，而且震荡之
后选择向下的概率也不小。

如果市场按照这种节奏来
运行，身处震荡中的投资者应
该是非常疑惑的，一旦踩错节
奏，很可能就是多空来回挨巴
掌，亏起钱来是很快的。指数可
以作为仓位参考的指标，我的
应对策略就是小仓位参与，涨
到上沿附近就卖，跌下来可以
当机会尝试。

再来说市场短期的情况。
上周五沪指盘中出现震荡跳
水，尾盘在金融股和赛道股的
修复下拉回，不过量能并没有

明显放大，多少让人有些怀疑。
不过大金融有止跌企稳的迹
象，另外对指数影响较大的电
力设备板块，也仍然维持的是
一个比较强的高位震荡，还有
上冲的动能。

因此，本周前半段时间，市
场有望企稳反弹。但整体来说，
以新能源为主的电力设备板块
属于是强弩之末了；本周的关
键，可能就要看大金融板块能
否带动指数止跌企稳了。

板块走势方面，由于存量
资金博弈非常明显，想要有新
的热点板块走出持续性，要么
是有新的增量资金入场，要么
就是老的主流热点倒下，资金
分流出来流向其他板块。

结合上周盘面的情况，景
气赛道的一些高位股，确实出
现了筹码松动、资金外溢到其
他板块的迹象，但板块轮动速
度非常快，则说明这种资金外
溢只是机构的一种尝试，并没
有趋势性和持续性。市场主流
资金仍然集中在新能源赛道
中，而且从指数的涨跌中也能
看到新能源赛道对市场的整体
影响力。

即便是上周赚钱效应较好
的一体化压铸、汽车拆解、钒电
池、高压快充等概念，也仍然是
新能源赛道的延伸，这也符合
达哥上周对于市场的预判，赚
钱效应仍然以赛道股为主，着
重挖掘新的外延题材。

（张道达）

图据视觉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