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官方微信 红星新闻：cdsbnc 成都商报：cdsb86612222 官方微博 新浪微博：@红星新闻、@成都商报 官方网站 www.cdsb.com 报料及服务监督电话 028-86612222责编 许媛 美编 廖敏

财经·证券
2022年7月30日 星期六

07

近日，金科股份（000656.SZ）因
未完成股份回购计划中的最低回购
金额，收到深交所监管函。

红星资本局发现，深交所此前
曾发函询问该公司，是否利用股份
回购计划以配合相关股东减持。对
此，金科股份回复称，公司回购股份
主要集中在2021年7月-11月，与股
东减持股份时间并不重合，并不存
在前述情形。

现金流承压
金科股份终止股份回购计划

近日，深交所对金科股份出具监
管函。2022年7月13日-14日，金科股
份披露称，在回购计划实施期间，累
计回购金额为1.9亿元，与回购股份
方案中披露的最低回购金额5亿元存
在较大差距。深交所在监管函中表
示，希望金科股份及全体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吸取教训，杜绝上述问
题的再次发生。

根据金科股份此前发布的公告，
在2021年7月12日，金科股份董事会
审议通过了有关回购股份的议案，同
意公司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回购公司部分社会公众股份，
回购股份资金总额为5亿-10亿元，

回购价格不超过7.90元/股，本次回
购的股份拟用于实施员工持股计划
或股权激励计划。实施期限为自公司
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
起不超过12个月。

而在金科股份回购股份期间，却
有股东在减持公司股票。

2022年3月26日，金科股份发布
持股5%以上股东股份减持计划的预
披露公告，股东陶虹遐因自身资金需
要，拟自该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15个
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以集中竞价交易
方式减持公司股份6883万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1.29%。

根据金科股份公告，截至2022年
7月18日，陶虹遐根据减持计划，以集
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股份数量已达
5339.7 万 股 ，占 公 司 总 股 本 的
0.9999%，且该减持计划时间已过半，
陶虹遐剩余可减持数量为1543万股。

本次减持后，陶虹遐及其一致行
动人重庆虹淘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共
持有公司股份5.2495%，其中，陶虹遐
持有公司股份0.289%。

值得注意的是，在2022年7月13
日-14日，金科股份披露了股份回购
的相关情况。截至目前，公司累计回
购股份数量为4269.8万股，约占公司

总股本的0.8%，交易总金额1.9亿（不
含交易费用），仅为回购计划下限5亿
元的38%，未能完成既定的回购计划
方案。

此外，经董事会同意，金科股份
决定终止回购部分社会公众股份，并
将资金优先用于日常经营性支出及
刚性债务还款等。

对此，金科股份解释道，虽然公
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持
续为正，但受归还到期有息负债金额
增加、新增融资上账金额减少等影
响，公司2022年一季度末货币资金余
额较年初减少约70亿元。同时，因行
业销售回款企稳回升尚需时日，公司
现金流可能存在阶段性承压。

深交所发函关注
公司否认炒作股价配合股东减持

对于金科股份的股份回购计划
戛然而止，有投资者质疑，为什么不
及时发布停止回购股份公告？为什么
等股东减持完了才说没钱回购？

对此，红星资本局致电金科股
份，询问相关事宜，但无人接听。

红星资本局注意到，深交所曾在
7月14日对金科股份出具关注函，要
求补充披露本次回购的股份是否计

划投入到已披露的员工持股计划中，
若还没有投入，需说明相关安排的主
要考虑及合理性，是否有利于保护上
市公司、中小股东和员工利益，你公
司是否利用前期披露回购方案炒作
股价配合股东减持。

金科股份7月20日回应称，公司
在2021年11月30日前以集中竞价交
易方式累计回购股份数量为4269.8
万股。此后，因受到市场低迷、自身现
金流等影响，为合理安排有限资金，
偿还到期债务和维持生产经营，公司
未再实施回购股份工作。目前，公司
暂未将已回购的股份投入到相关员
工持股计划。

对于是否炒作股价以配合相关
股东减持的质疑，金科股份表示，公
司股东增减持股份行为由股东根据
自身情况实施，而公司并未参与股东
的增减持工作。此外，公司回购股份
主要在2021年7月-11月，而主要股
东减持股份是在2022年5月之后，故
公司不存在利用前期披露回购方案
炒作股价配合股东减持的情形。

7月29日，金科股份以2.62元/股
收盘，相比上一个交易日下跌1.87%。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俞瑶
实习记者 汤健

利用回购计划配合股东减持？
金科股份再收监管函

研报配图水印留痕迹：
部分内容摘自他人文章未注明？

最近，在卖方研究圈流行一个
“拆”字，从“拆车”到“拆脸”再到“拆
APP”，各路分析师们纷纷念起了

“拆”字诀。而带起这波热潮的是海通
证券和中信证券两大券商，它们不到
一个月的时间内相继发布两篇重磅
拆车研报。

7月18日，中信证券研究部发布
的《从拆解Model3看智能电动车发
展趋势》研报引发了市场的广泛关
注。从这份研报披露的情况来看，该
研报的源起为中信证券研究部TMT
和汽车团队协联合多家公司和机构
对一辆特斯拉Model 3进行的完整
拆解，而此次拆解耗时两个月。

值得注意的是，这篇研报的署名
分析师阵容也堪称豪华，云集了中信
证券云基础设施行业、科技产业、新能
源汽车行业、汽车及零部件行业、计算
机行业等多个行业的首席分析师。

不过，这篇研报的原创性却遭到
了质疑。昨日，账号名为“01芯闻”的
某雪球用户在雪球上发帖对中信证
券的这份研报提出了多处疑问。

首先，这篇帖子指出，中信证券
的这份研报的有关部分涉嫌抄袭了
其之前发表的原创文章，“作为智能
电动汽车核心部件之一的电动动力
总成，特别是逆变器部分，研报中却
没有提供多少原创内容。30-32页对
特斯拉上一款车型Model S动力总
成回顾，其内容和配图几乎都是从笔
者之前的原创文章《特斯拉澎湃动力
来自何方？》而来，仅是重组了语句，
拆分了图片。”

记者注意到，《特斯拉澎湃动力
来自何方？》一文的发表时间为今年1
月份，与中信证券《从拆解Model3看
智能电动车发展趋势》研报在发表时
间相隔了半年左右。而《特斯拉澎湃
动力来自何方？》一文今年1月在雪球

发布后，仅获得了1次转发和0次评
论，显得关注度并不高。“01芯闻”目
前在雪球上的粉丝数量也只有120位
左右，与许多大V的粉丝数差距较
大。此外，该文在名为“01芯闻”的个
人公众号平台上也有发布。

记者对比了研报30-32页的内
容和《特斯拉澎湃动力来自何方？》一
文的有关内容之后，发现了一些相似
之处。

例如，中信证券研报30-32页中

的插图35、插图36与《特斯拉澎湃动
力来自何方？》一文的部分插图的重
合度较高。值得一提的是，中信证券
研报插图36的右下角恰好带有“01芯
闻”的微信水印，而研报标注的资料
来源却为“Damien Maguire，Turbo
Electric”。

此外，记者对比发现，中信证券上
述拆车研报第30页的部分文字内容也
与《特斯拉澎湃动力来自何方？》一文
的相关内容存在着一定程度的重合。

对此，“01芯闻”在帖子中进一步
指出，“（中信证券）研报不但没有给
出引用出处，而且还把笔者原文中的
一处笔误也原封不动的复制到研报
中。希望中信证券在下次引用时，至
少找笔者校对一下。”

研报或存在一些错误

除了上述涉嫌抄袭的部分外，
“01芯闻”还在昨日发布的帖子中指
出，中信证券的这份拆车研报疑似存
在多处错误。

例如，“01芯闻”指出，中信证券
研报中存在一些疏漏之处，以及解释
较为模糊的地方，例如在研报对
Model 3动力总成介绍内容中，出现
了错误的配图，涉及插图38、39。

此外，帖子还对中信证券研报中
存在的一些不足之处进行了分析。例
如，“01芯闻”在帖子中指出：“碳化
硅”在中信证券的研报中共出现了74
次，重要程度相当高。遗憾的是研报
中只是定性解释了碳化硅在电动汽
车中应用的优劣之处，并没有定量的
分析特斯拉的需求对整个碳化硅市
场的影响。而“01芯闻”则在帖子中对
此定量分析进行了补充。

在这篇帖子的最后，“01芯闻”略
带委婉的指出，“虽然中信证券的这
份Model 3拆解研报有一些疏漏之
处（包括大量引用笔者的原创内容），
且有不少行业分析人士认为‘作秀/
噱头’的成分居多，但是笔者还是希
望有更多的券商能够做类似这样的
田野调查，毕竟买一份Munro的全套
Model 3拆解研报需要8.7万美元。”

就“01芯闻”所指出的上述问题
是否属实，记者昨日向中信证券方面
发去了采访函。不过截至发稿，记者
尚未从中信证券方面收到回复。

此前也有券商被指抄袭

近年来，卖方研究业内因为涉嫌
研报抄袭而引发的争议不在少数。例
如，2019年华创证券研究所相关分析师
涉嫌“抄袭门”曾引发业内热议。当时，
爱分析曾发布了原创报告被华创证券
研究所抄袭的声明。爱分析在该声明
中指出：“经爱分析核实，华创证券研
究所的这份研报（《SaaS让Adobe重回
伟大——“云”时代系列研究之二》）与
爱分析此前发布的原创报告对比，标
题高度相似，核心观点和分析思路雷
同，部分段落甚至直接抄袭原文。”

根据证监会制定的《发布证券研
究报告暂行规定》第9条规定，“制作
证券研究报告应当合规、客观、专业、
审慎。署名的证券分析师应当对证券
研究报告的内容和观点负责，保证信
息来源合法合规，研究方法专业审
慎，分析结论具有合理依据。”

第10条则明确，“证券公司、证券
投资咨询机构应当建立证券研究报
告发布审阅机制，明确审阅流程，安
排专门人员，做好证券研究报告发布
前的质量控制和合规审查。”

据每日经济新闻

红星资本局消息，7月28日
晚间，有博主爆料称，一台雷克
萨斯LM 300h豪华MPV在广西
贵港某路段发生了严重车祸，撞
上隔离墩的车头损毁严重，开始
冒烟，车内前部气囊和侧面头部
气帘均已起爆，3人被困车内。

过路的司机在救援的过程
中发现，雷克萨斯LM的四个车
门全部无法开启。从网上视频
来看，众人撬开主驾驶车门救
出了司机，打破车窗救出了副
驾驶，1人被困后排，当时已对
呼喊无反应。最终车辆起火，众
人迫不得已放弃了救援。

从后续公布的另一段视频
来看，这台雷克萨斯LM燃起熊
熊大火，彻底被烧毁。视频拍摄
者称，最后一人未被救出。

交警通报：1人死亡2人受伤

7月29日，广西贵港市公安
局交通警察支队发布交通事故
情况通报：7月28日中午12时
许，G7212泉南高速12支线北
海往柳州方向143㎞+200m（贵
港市港南区东津镇棉塘村路
段），发生一起单方交通事故，
致1人死亡2人受伤。事故发生
后，贵港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
队高速公路管理一大队迅速到
达现场开展事故处理和伤员救
助工作，2名伤员已及时送医救
治，无生命危险。

经初步调查：朱某某驾驶
桂A号牌小型普通客车与该路
段的道路中间波形护栏、限高
架水泥墩发生碰撞，造成车上
乘客陈某某死亡、彭某某受轻
微伤，朱某某受轻微伤。目前
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雷克萨斯：深感痛心

雷克萨斯官方客服向红星
资本局表示，“雷克萨斯已经知
晓相关情况，详细经过与事故原
因目前厂家还在调查了解中，暂
时没有收到进一步的消息。”

7月29日，雷克萨斯中国官
微发布声明称，公司关注到，一
辆雷克萨斯LM于7月28日下午
在贵港高速发生交通意外事
故。LEXUS雷克萨斯中国对此
高度重视，对于此次事故我们
深感痛心，并向伤亡人员及其
家属表示最诚挚的关切。同时，
对现场施以援手，救助伤员的
热心群众表示最衷心的感谢。
目前，当地交警部门正在调查
事故原因。LEXUS雷克萨斯中
国正在密切关注本事件调查进

展，紧急对应团队已于今天（29
日）下午抵达现场，与当地经销
商一起，尽全力积极配合相关
部门的调查工作。

车门为何会锁死？

公开信息显示，雷克萨斯
LM于2020年年初在中国上市，
是一款油电混动车型，市场指
导价为116.6-146.6万元。由于
一车难求，新车在终端存在加
价销售的情况，4座版车型通常
落地价格在200万元以上。

红星资本局注意到，这辆
雷克萨斯LM在碰撞后：1、安全
气囊弹出的情况下，车门锁死
无法打开；2、碰撞起火。这也是
网友们目前关注的焦点。

有业内人士向红星资本局
表示，在雷克萨斯官方调查结果
出来之前，不对事故原因做猜测
评论。关于碰撞后车门无法打
开，一种情况是车体变形挤压后
造成开门困难，另一种是车门自
动解锁功能未正常工作。

雷克萨斯LM的说明书显
示，该车有碰撞后解锁的功能：

“如果SRS空气囊展开，所有车
门都将解锁”，“如果车辆遭受
强烈撞击，所有车门解锁。但
是，根据撞击的力度或事故的
类型，该系统可能不工作。”不
过官方并未解释具体什么情况
该系统可能会不工作。

“单从现场视频来看，后
翼子板凹陷，车体可能变形严
重。但后备厢应该没有变形，
锁死无法打开就不仅是车体
变形的问题。视频里转向灯亮
起，说明低压电路没问题；安
全气囊已经打开，符合自动解
锁条件，但结果说明该系统并
没有正常工作。此外，视频只
显示从外部无法开门，雷克萨
斯LM是可以从内部按键解锁
开门的。车内人员可能无法自
行从内部解锁。”该业内人士
强调，“具体有待雷克萨斯官
方的调查结果。”

对于碰撞起火原因，上述业
内人士表示，发动机前置的汽车
发生了较为严重的正面碰撞，油
管可能破裂，由于此时发动机尚
处于运转状态，汽车内易燃物泄
露和线路或者火源产生了接触，
就可能起火。此外，混合动力车
型也有电池包，受到挤压会发热
冒烟起火，与电池容量的大小没
太大关系。“本次事故的起火原
因有待鉴定结果。”成都商报-
红星新闻记者 吴丹若

雷克萨斯车祸致1死2伤
200万元豪车为何车门锁死

雷克萨斯中国：紧急对应团队已抵达现场，积极配合调查

7 月 29 日 ，百 胜 中 国
（YUMC.US；09987.HK）发 布
了2022年第二季度财报（Q2）
和中期业绩。财报显示，总收入
21.28亿美元，同比减少13%；净
利润8300万美元，较去年同期
的1.81亿美元下降54%，主要是
由于经营利润下降，部分被公
司对美团点评按市值计价的股
权投资净收益所抵消。2022年
上半年，百胜中国总收入48亿
美元，经营利润2.72亿美元，每
股摊薄盈利0.43美元。

该季度百胜中国新开设
246家门店，净新增53家门店，
改造了121家门店。截至2022年
6月30日，门店总数达到12170
家，餐厅利润率为12.1%，去年
同期为15.8%，下降的主要原因
是迄今为止最严重的疫情在第
二季度带来的同店销售额下
降，在本季度业绩包含合并杭
州肯德基带来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百胜中国
仍然专注于抓牢中国的长期机
遇，公司于2022年2月8日披露
的 2022财年目标保持不变：计
划净新增大约1000至1200间新
店，资本支出在约8至10亿美元
之间。

肯 德 基 方 面 ，2020 年 至
2022年的第二季度，总门店数
从6749家一路上升到7609家和
8510家；餐厅利润率分别是
14.6%、16.8%和13.4%；外卖收

入 占 公 司 餐 厅 收 入 分 别 是
27%、29%和37%。必胜客方面，
2020年至2022年的第二季度，
总门店数从2258家一路上升到
2425家和2711家；餐厅利润率
分别是11.2%、13.1%和8.6%；数
字订单（包括外卖订单、手机下
单及自助点餐机订单）占公司
餐厅收入分别是61%、84%和
92%；外卖收入占公司餐厅收
入分别是27%、29%和37%。

百胜中国首席执行官屈翠
容（Joey Wat）表示，“第二季度
面临的挑战是迄今为止最为严
峻的。我们积极适应不断变化
的市场并迅速找到创新的应对
方案。”在屈翠容看来，领先的
数字化能力，混合外卖模式以
及量身打造的自有供应链管理
体系，使公司在应对重大突发
事件方面具备优势。

凭借领先的数字生态系
统，百胜中国在2022年上半年
创造了约40亿美元的数字销
售。第二季度，数字订单约占公
司餐厅收入的89%，其中外卖
收 入 约 占 公 司 餐 厅 收 入 的
38%，比去年同期增加约8%。

此外，百胜中国押注预制
食品。肯德基、必胜客先后推出
炒饭、牛排、意大利面等多款预
制食品。2021年上半年，该业务
规模接近2亿元人民币，而今年
上半年上涨至约4.5亿元，同比
增加超过一倍。 据澎湃新闻

涉嫌抄袭？
券商一哥拆特斯拉研报遭质疑

网友：连笔误也原封不动复制，还有错误的配图

7月18日，“券商一哥”中信证券
（SH600030，股价19.87元，市值
2945亿元）研究部发布了《从拆解
Model3看智能电动车发展趋势》研
报，引发了市场的广泛关注。

从这份研报披露的情况来看，这
份研报的内容主要基于由中信证券
研究部TMT和汽车团队协同多家公
司和机构经过两个月的时间对一辆
特斯拉Model3的完整拆解。

不过，如今这篇重磅拆车研报却
遭到了质疑。昨日，账号名为“01芯闻”
的雪球用户在雪球上发帖称，这份研
报的有关部分涉嫌抄袭了其之前发表
的原创文章，此外，这篇研报还存在多
处错误。就相关问题，记者向中信证券
方面发去了采访函，截至发稿，记者尚
未从中信证券方面收到回复。

百胜中国Q2财报：
季度净利润同比腰斩 预制食品营收翻倍

中信证券研报第31页中的插图35、36，右下角带有“01芯闻”水印

“01芯闻”发布的《特斯拉澎湃动力来自何方？》一文中的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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