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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屋租售
●成华区新鸿路地铁口成钢商
厦B座2-4层招租 ,临街 ,权证齐
(国企),商办;钢构建筑，2516平方
米， 租期5年。 联系人李先生，
15902857009
●青白江青江中路 336号办公
楼2-5层出租 ,临街 ,权证齐 (国
企 ),1964平方米 ,租期5年。联系
人余先生,电话13882086069
●青白江教育街115号办公楼2-
6层出租 ,临街 ,权证齐 (国企 ),建
面2753平方米 , 租期5年。 联系
人王女士,电话13438153492

声明·公告
●成都市玉龙贸易有限公司仙
品味火锅店（注册号0015162）营
业执照正副本遗失作废。
●成都茂森林新意家居有限公
司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
用 代 码 ：91510107MA62N7BA69
），公章（编号：5101079990251）均
遗失作废。
●成华区贵计商贸部公章编码：
5101085278317，遗失作废。

公 告
四川兴联达商业管理有限

公司已于2022年4月27日更名
为四川兴联达农科商贸有限公
司， 法定代表人也由卿瑞琳变
更为文苛瑞。 自2022年04月27
日起， 公司对外的任何业务、
承诺、 活动均应由法定代表人
文苛瑞签字后生效， 原公司法
定代表人卿瑞琳从事任何代表
本公司的业务、 承诺、 活动行
为均与本公司无关。特此公告。
●成都拓世包装材料有限公司
开户许可证， 核准号 J6510105
384101， 账 号 51050152790800
001075，开户银行：中国建设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双流支行遗失
作废。
●四川康健贝贝体育文化传播
有限责任公司发票专用章编码
5101095274812，遗失作废。
●成都市蜀泰塑化有限责任公
司公章编号5101003048507、财务
章编号5101003048508、 李方富
法人章编号 5101003048509、 发
票章编号5101008604474，均遗失
作废。

注销公告
北京师范大学成都实验中

学（统一社会信用代码：M515101
0400698730X， 民办学校办学许
可证教民 151010430000011号）位
于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红星路
一段37号，即将改制，注销民办
非企业单位登记。清算小组成员
名单：陈亮、刘增利、 刘黎欣、刘
明俊、张健、蒋涛 、张锐、全飞、
陈虹，请相关债权债务人于本公
告见报之日起6个月内向本单位
清算组申报债权债务， 联系人：
蒋 涛 ， 电 话 ：13558855976、
86945017

2022年7月27日
●成都市新瑞祥酒店管理有限
公司财务专用章 （编号：5101
045022153）遗失作废。
●四川石鑫石材开发有限公司
吕龙颜法人章 （编号 ：510107
5153666）遗失作废。
●成都市金牛区蜀云学堂文化
培训学校有限公司公章编码：
5101060562786，遗失作废。
●成都市武侯区恒洋汽车修理
厂公章5101003035440遗失作废

●四川奇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罗帮洪 法 人 章 编 号 510100920
6288遗失作废。
●四川金烁体育器材有限公司
原法人余松法人章 （编号：51
01245127767）遗失作废。
●成都启宏德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财务 专 用 章 编 码 ：51010754
79539，遗失作废。
●成都微笑置家房地产经纪有
限公司公章编号 510107566332
4遗失作废。
●成都川信融创商务信息咨询
有 限 公 司 公 章 编 号 510107540
7587遗失作废。
●成都领都商贸有限公司原法
人韦敏法人 章 编 码 ：51010605
58999遗失作废。

昨天，A股市场属于整体性修复行情，
指数涨得不错，主要得益于权重股的稳定
发挥。个股涨多跌少，但其实市场大部分
个股的涨幅只是维持在红盘附近，赚钱效
应一般，只能说是一个弱修复。尾盘有不
少资金跑进了数字经济板块，很可能是在
抢先手，与博弈政策预期也有关系。

盘面上，地产板块再度表现活跃，和
消息面有很大的关系。当然，也可以从资
金博弈利好的角度来解释。正在杭州召开
的房地产纾困项目与金融机构对接商洽
会和7月底即将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
议，市场都预期会有涉及地产的政策。再
加上地产板块近期一直都是低位徘徊，受
到资金关注是顺理成章的。

国产新冠口服药阿兹夫定片获批上
市，华润双鹤、奥翔药业等个股却跌停。对
于翻来覆去炒了好多遍的新冠特效药产
业链，资金可能有些审美疲劳。

这件事情也充分体现了A股自有的逻
辑，对于已经充分预期到的事情，落地就
是兑现；而预期不充分的事情，才有炒作
的支撑。

光伏和汽配个股也有表现，但板块内
部分化很大。以光伏为例，主要是来自于
光伏电池组件的补涨。关于新能源赛道，
达哥能说的并不多，在这种且战且退的
后期行情里，确实会出现一些轮动补涨
的机会，以短线为主。至于短线的思路，
可以参考以前的文章。市场没有新热点
的时候，老热点往往都会成为资金进攻的
对象，这是市场资金炒作方面一个非常重
要的思路。

综合整个盘面情况，达哥觉得要点主
要有以下几个：

首先，上证指数确实有短线止跌迹
象，但整体弱势格局不改。在弱势行情下，
控制仓位是必须的。

其次，缩量会带来分化的行情。沪深
两市连续四个交易日缩量，往好处说是资
金惜售，但量缩意味着活跃度的下降，对
趋势股而言不是好事。尤其是像权重较大
的新能源赛道，一旦量缩是不足以支持板
块走强的，也撑不起市场的普涨格局，分
化是大概率的事情；对整个市场来说，就
难有大行情。因此我们要降低预期，以快
进快出为主。

止跌起涨，量能可以不大，但后续的
反弹量能需要逐步放大，才能向上有效拓
展反弹空间。目前处于前期强势赛道进入
震荡的状态，市场资金在尝试寻找新方向
的切换时点，短期来看行情大概率依旧维
持板块轮动的特征，追涨的难度大于等待
下跌埋伏。一些资金容量大的板块低位启
动，反复活跃，逐渐形成趋势，可以增加关
注度，比如消费等。

总的来说，市场确实出现了止跌的信
号，但也不能过于乐观，可以参与，但要控
制仓位。前天也说了，市场处于新旧周期
交替的状态，保持一份耐心。 （张道达）

近日，首都医科大学现任校长饶毅接
连炮轰华大集团CEO、华大基因（300676.
SZ）副董事长尹烨。昨日，饶毅则直指尹烨
为华大集团带货的益生菌为假药。

饶毅连续四日炮轰尹烨

7月26日一早，“饶议科学”发文《太厉
害的忽悠会忽悠自己：因为太逼真了》，这
也是饶毅连续第四日炮轰尹烨。

针对尹烨带货过的益生菌，饶毅文章
称，“尹烨推广的益生菌，就是假药”。

此前，饶毅已连续三日发文炮轰尹
烨，并指其有关生物的演讲有很多伪科
学、视频错误连篇，以及是个哥本哈根大
学的生物水博士。

7月26日，红星资本局致电首都医科

大学，并给饶毅发去私信，截至发稿尚未
回复。同时，红星资本局致电华大基因，并
私信尹烨，截至发稿没有回复。

尹烨已带货2200万元

华大基因官网显示，1979年出生的尹
烨为现任华大基因副董事长，兼任华昇诊
断中心有限公司董事，深圳市同并相联科
技有限公司董事。曾任华大基因总经理，
华大控股首席运营官，深圳华大基因医学
有限公司（现已与深圳华大基因科技服务
有限公司合并为华大基因）总经理。

据红星资本局不完全统计，@尹烨微
博有近90万粉丝，抖音粉丝为268万，小红
书粉丝近40万，快手46万，微信公众号发
表563篇文章。

在一定粉丝基础上，尹烨开始了带
货。除了一些书籍，尹烨的抖音橱窗还陈
列着华大集团自营的面膜、精华、洁面慕
斯等，被饶毅炮轰的益生菌也在其列。

红星资本局注意到，其中一款产品
名为“优美达华大益生菌益舒益生菌固体
饮料”，4盒售价折后712元，每盒为178元。
目前，该产品已售7956份，也就是说这款
产品通过尹烨的抖音账号实现营收已有
560万元。按照截至发稿前的销量，尹烨抖
音橱窗上的48款产品已获得超2200万元
销售收入。

不过，红星资本局发现，上述益生
菌固体饮料在电商平台上的售价要低
于尹烨的抖音橱窗。其中，华大集团在
淘宝上的单盒折后售价为159.8元，在京东

上 到 手 价
为 158.84
元，均低于
抖音上178
元的单价。

尹烨工资一年少了270万

华大基因2021年报显示，公司实现营
业收入67.7亿元，同比下降19.42%；实现净
利润14.6亿元，同比下降30.08%。

到了2022年，华大基因预计上半年的
净 利 润 为 5.8-7.2 亿 元 ，同 比 下 降
33.70%-46.59%。

关于业绩下降的主要原因，华大基因
称，公司基于新冠相关的业务收入较2021
年同期较高基数有所下降，常规业务较
2021年同期略有下降，其中，生育健康和
感染防控的业务收入较上年同期有所下
降。同时，销售费用占营业收入比例较上
年度有所上升。

作为华大基因的副董事长，尹烨的收
入也大打折扣。据华大基因2021年报，尹烨
从公司获得的税前报酬总额为91.3万元，而在
2020年，尹烨的税前收入在361.65万元。也就
是说，尹烨在2021年收入少了7成，约270万。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邓凌瑶

艺人致歉：与趣店解约

近日，艺人贾乃亮与傅首尔与
趣店预制菜合作而备受争议。特别
是贾乃亮曾在趣店直播间表示“心
里特别暖，像是回家了一样”并称
和创始人罗敏认识多年，且此前贾
乃亮还曾代言趣店旗下奢侈品平
台万里目。

此举引发大量网友不满，他们
在贾乃亮相关微博中评论，“你知道
你旁边那个人害了多少学生吗”“以
后的合作对象要慎重选择……建议
不要再上罗老板直播间”“都不去了
解罗敏是个什么人吗？”“爱惜点羽
毛吧，搞过校园贷的钱都去赚”……

昨日傍晚，贾乃亮发文致歉，
表示“基于近期趣店品牌历史背景
的相关舆情，我和大家一样在密切
关注，看到这些负面信息，本人深
感愧疚和歉意。关于趣店的品牌合
作，没有背调清楚品牌前身的经
历，是我们疏忽大意了。发现问题
后，第一时间双方已经解约，也没
有后续的任何合作。”

昨日上午，傅首尔也同样发文

道歉，表示“和趣店预制菜的合作
是单次，没有深度合作，也没有后
续合作。对品牌前身确实缺乏了
解，没有做好企业及市场背调。对
品牌后续可能的商业模式，更是全
不知情，也想不到那么多”。

此前7月17日，趣店创始人兼
CEO罗敏、傅首尔、贾乃亮一起在
抖音直播间做吃播带货。这次直
播，观看人数超过9500万，单场累
计销售额达2.5亿元。

7月18日，罗敏在“东方甄选”
直播间为董宇辉刷礼物，后又发布
视频称疑似被“东方甄选”拉黑。7
月21日，东方甄选主播董宇辉在直
播中回应拉黑罗敏，表示“东方甄
选是公司的号，跟我个人无关。导
演小哥因为大学刚毕业，有时候有
些私人恩怨，他要拉黑，我听完之
后觉得挺合理的。”董宇辉的回应
也被认为与趣店校园贷业务有关。

预制菜加盟模式受争议

此次事件不但让合作伙伴处
在风口浪尖，罗敏的预制菜业务，
也让大众质疑，甚至有网友认为这

是在“坑宝妈”。
据悉，罗敏曾在直播间喊话宝

妈加盟，称小区附近开一家门店，
每月轻松赚大几千。罗敏表示，趣
店未来三年将支持十万用户创业
开店，为线下开店的商家解决供应
链、技术和流量问题，且还会为缺
少资金的商家提供一年免息贷款。

看似在支持创业，扶持加盟
商。但罗敏又提到，商家需自己解
决店面的选址装修、产品的配送
等。这便将门店房租、装修、人力等
重资产运营成本和风险压在了加
盟商的身上。此前新浪财经就有报
道，很多品牌都像趣店一样，打着

“0元加盟”的旗号开放加盟，却会
在加盟前要求加盟商一次性采购
大额的物料、设置高抽成、线下门
店营业额直接入总部的账、供应链
环节各项加价等等。

也因此，大众认为罗敏不仅赚
加盟的钱，且通过趣分期平台向加
盟商放贷，这是将“割韭菜”的手从
学生，伸向了加盟商，特别是他口
中的宝妈。并对罗敏及其背后的趣
店预制菜持抵制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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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线反弹，
有一点必须明确

7月26日，有博主曝光了一组“理想L9
国内首撞”图片。

根据描述，此次事故系销售带客户在
雨夜中试驾测试加速时，突遇三道变二
道，然后反应不及，连撞几十米护栏。曝光
的车主聊天记录显示，车辆主动刹车失
效，前轴气囊爆了，断轴趴窝。事故发生
后，负责对接的销售已被开除。

对此，理想汽车（02015.HK/LI.US）官
方微博转发员工微博对理想L9试驾车被
曝发生断轴作出回应，并且公布理想L9宁
波试驾车事故行车记录仪视频：雨天夜间
以86km/h的速度撞击金属护栏，撞击损
坏了超过30米的护栏，事故无人员受伤，
空气弹簧完好无损。

理想汽车方面向红星资本局确认，视
频最后的事故车辆车况由公司确认，车
辆右前悬架系统结构完好，转向系统中
右侧转向拉杆变形，车辆前保险杠右侧
受损，右侧两个轮胎爆胎，右前轮毂变
形。对于车辆主动刹车失效的问题，理
想汽车表示，事故与AEB（自动紧急制动
系统）无关。

理想L9是理想汽车的第二款车型，今
年6月21日上市，售价45.98万元。目前车辆
处在接受预定的状态，还没有开启交付。

在发布会上，创始人李想称理想L9是
“500万内最好用的家用SUV”“哪怕是和
库里南相比，我们也完全不怕”。

7月17日，据央广网报道，一辆理想L9
的试驾车疑似发生空气悬挂断裂，导致无
法行驶的情况。理想汽车给出的解释是，
空簧内部的缓冲环破损。7月18日，理想汽
车宣布将理想L9空气弹簧质保方案提升
到与三电系统相同的8年或16万公里，且
二手车交易不影响质保的有效期。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吴丹若

理想L9试驾
再出事故

理想汽车：悬架系统完好，
与AEB无关

尹烨抖音已带货超2000万元

饶毅再怼：“推广的益生菌就是假药”

趣店为啥惹众怒

罗敏的身份饱受争议。
作为一个连续创业者，罗敏曾

风光万分，年仅34岁，就成为市值
百亿美元的上市公司的CEO，实
现自己年轻时许下的“去美国敲
钟”的愿望。但“上市即巅峰”，上市
仅仅几天，趣店股价很快跌破发行
价，随后股价一路下泻，仅仅半年，
股价就跌到10美元以下。2020年，
趣店股价直接跌到了2美元上下徘
徊。如今，趣店股价已经跌至1美元
以下。相较上市之初的100亿美元
市值，如今趣店的市值只有3亿美
元左右，四年多时间蒸发了97％。

让罗敏走向人生巅峰的趣店
的前身，就是趣分期——是一个面
向大学生提供分期消费的金融服
务平台，简单来说，趣分期做的是
校园贷的生意。

据了解，当初罗敏为了快速占
领校园市场，雇用了大批大学生发

放传单，一月时间趣分期扩展到了
全国300个城市。当时，“零首付”，

“不用卖肾就能买iPhone”这些宣
传吸引不少大学生。

趣分期短短一年就获得五轮
融资，融资总额超过2亿美元。2017
年，罗敏创立的趣店在美上市，市
值最高时曾触碰百亿。

事实上，因学生无力偿还网贷
而频频出现的跳楼、自杀事件，校
园贷被推上了风口浪尖。从2016年
开始，银监会以及各地金融办加紧
了对校园贷的监管：

2016年4月，教育部和中国银
监会发布通知，要求建立校园不良
网络借贷日常监测机制，帮助学生
增强金融、网络安全防范意识。

随后8月24日，银监会就有关
情况召开新闻发布会时明确提出，
对校园网贷采取“停、移、整、教、
引”五字方针。地方层面也出台了

相应的自律文件。深圳互联网金融
协会下发通知，严禁线下销售和校
园代理、严禁非法催收。

随后趣店宣布从校园市场成
功转型全社会非信用卡消费金融
用户，退出校园。

2017年10月，趣店在美国纽交
所上市，成为第三个上市的消费金
融公司，也是当年在美国融资规模
最大的中概股。当年34岁的罗敏也
以125亿身家登上《2017胡润80后
富豪榜》第7位。

在趣店上市前一个月，教育部
明确“取缔校园贷款业务，任何网
络贷款机构都不允许向在校大学
生发放贷款。”趣店被美国投资者
集体诉讼。2022年2月28日，在美国
纽约南区地方法院指令下，趣店及
罗敏向若干原告支付了850万美元
和解金，至此，这桩打了四年多的
证券欺诈官司宣告收尾。

昨日，明星贾乃亮与傅首尔就与趣店预制菜合作而道歉，并宣布今后
不再合作。

据悉，与趣店合作之所以备受争议，是因为该品牌及其创始人罗敏最
初凭借着校园贷业务发家，近期二次创业选择投身预制菜赛道。此外，罗
敏宣称趣店未来三年将支持十万用户创业开店，还会为缺少资金的商家
提供一年免息贷款，并喊话宝妈加盟。这一加盟模式目前也被质疑是将
“割韭菜”的手从学生换成了宝妈。

红星资本局注意到，直播大火后，7月18日趣店美股股价一度大涨，
盘中涨超80%。但从7月19日至25日，趣店美股不断下跌，跌幅约为
23.3%，截至7月25日，股价收报1.28美元/股，总市值3.23亿美元。26
日，趣店美股盘前大跌，截至发稿，股价已跌超7%。

贾乃亮：26日，演员贾乃亮发布声明称，关
于趣店的品牌合作，没有背调清楚
品牌前身的经历，是我们疏忽大意
了。发现问题后，第一时间双方已
经解约，也没有后续的任何合作。

傅首尔：26 日早些时候，艺人傅首尔声明
称，与趣店没有深度合作，也没有
后续合作。对品牌前身缺乏了解，
没有做好企业及市场背调。接错了
一份工作，疏忽又愚蠢，我满心后
悔，真的，活该被骂。

董宇辉：7月18日，罗敏光顾东方甄选直播
间，连刷十个嘉年华，对方不仅不领
情，反倒把他拉黑。7月21日，东方甄
选主播董宇辉在直播中回应拉黑罗
敏，表示“东方甄选是公司的号，跟
我个人无关。导演小哥因为大学刚
毕业，有时候有些私人恩怨，他要拉
黑，我听完之后觉得挺合理的”。

新闻多一点

靠校园贷发家 罗敏身家曾高达125亿

罗敏直播截图

贾乃亮道歉
傅首尔道歉
董宇辉拉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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