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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星资本局消息，7月31
日，话题#二舅币崩盘#登上
微博热搜。

据了解，受视频《回村三
天，二舅治好了我的精神内
耗》爆红影响，有币圈人士发
行了名为second uncle coin
（二舅币，简称SUC）的数字
货币。据证券时报报道，目前
该发行人疑似跑路。

疑 似 该 币 发 起 人
@second uncle dao在推特
上声称会将筹款捐赠于“二
舅”，为其提供养老保障。目
前该项目还在持续发布有关
该币交易的定期公告。

红星资本局注意到，据
数字货币网站截图显示，目
前 共 发 行 1 万 亿 枚 SUC，
1BNB（币安币）=516.95亿
SUC。截至发稿，1SUC的价
格为0.0000000004682美元。

据证券时报e公司报道，
有安全专家发推特表示，近
日大热的second uncle coin
二舅币池发生Rugpull（拉地

毯，一种加密货币骗局的通
俗术语），合约部署者已通过
Tornado Cash清洗赃款，截
至目前代币SUC价格已下
跌99.7%。据统计，本次诈骗
事件的利润总额高达130万
美元。

但崩盘的说法遭到上
述 疑 似 二 舅 币 发 起 人
@second uncle dao的驳斥，
称这是假新闻，“团队未曾
Rugpull，也没有撤池子”。

证券时报e公司查看数
字货币网站后发现确有其
币，并且该币种在过去两个
交易日内大幅回调，从最高
点跌到目前市值只剩下十分
之一。

7月31日，红星资本局注
意到，该交易网站已无法通
过内部搜索的方式查询到
second uncle coin二舅币，
但仍可通过谷歌浏览器直达
相关界面。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
者 俞瑶 谢雨桐

特斯拉（TSLA.US）的大火让全
景天幕成为一众电动汽车商标志性
配件，近两年包括蔚来（09866.HK/
NIO.US）、小 鹏 （09868.HK/XPEV.
US）、比亚迪、广汽埃安、大众等诸多
品牌都推出了全景天幕车型。

但入夏以来全国多地气温高达
40℃，从挡风玻璃到车尾采用一整块
玻璃的全景天幕也遭到不少网友抱
怨。有网友测试发现，车内靠近全景
天窗位置的温度可达到50℃-60℃，
甚至有人晒出了80℃的照片。不少头
顶全景天幕的车主抱怨“冰火两重
天”：即便把车载空调开到最低温，手
脚冰凉头上却像顶着电热毯。

7月31日，红星资本局注意到，入
夏后汽车防晒产品大卖，很多网店月
销上千件。由于大部分全景天幕车型
不标配防晒装备，不少商家专门针对
全景天幕提供防晒产品，包括遮阳

帘、隔热膜等都成了爆品。

全景天幕火热背后：
降零部件成本，增续航

在特斯拉Model 3之前，国内罕
有汽车采用全景天幕。当时的主流配
置是全景天窗。特斯拉进入中国后，
全景天幕打破了传统汽车天窗的尺
寸和视野限制，极大提升了车辆的空
间感、科技感和时尚感。不少自主汽
车品牌纷纷跟随，近两年不约而同地
推出了全景天幕车型。很多汽车厂商
在宣传时都将全景天幕作为一大卖
点，甚至通过列举天幕的面积与竞品
对比来彰显优势。

车企推崇全景天幕，除了消费者
直观感受到的科技感与时尚感，其实
背后还有车企成本方面的考量。

全景天幕不具备开合功能，相比
传统天窗没有导轨、驱动电机、撑杆、

密封橡胶遮阳板等零件。根据招商证
券 的 研 报 ，全 景 天 幕 的 成 本 在
1000-3000 元 左 右 ，相 比 全 景 天 窗
2000-4000元的价格，显著降低了零
部件配套成本。此外，装配天幕玻璃
车型的重量低于全景天窗和无天窗
车型，使整车具备更好的节能性，实
现更长续航里程。

全景天幕隔热仅8成
遮阳配件卖爆了

特斯拉、蔚来、小鹏、大众等车企
在宣传时表示，自家的全景天幕能有
效阻隔紫外线，阻隔率在99.9%以上。
但是防紫外线只是防晒，防红外线才
是隔热。而主流车企的隔热量在7至8
成左右。

目前车企大多采用有色玻璃、遮
阳帘等方法来隔热，然而很多全景天
幕汽车的遮阳帘并非标配。红星资本

局搜索发现，“蔚小理”、特斯拉等标
配了全景天窗或天幕的车型，遮阳配
件都需要单独付费。

今年入夏，汽车遮阳帘、车辆防晒
罩、汽车遮阳伞、隔热贴膜等防晒类产
品在各大电商平台销售火爆，部分商
家的月销量超2000件。据天猫统计，汽
车遮阳挡、车辆防晒罩、汽车遮阳伞等
防晒类搜索量，年增长同比超1000%。

大部分消费者对汽车防晒产品
点赞，表示确实明显降低了车内温
度。但有特斯拉车主告诉红星资本
局，加装了遮阳帘还是热得不行，要
谨防小朋友烫伤。

有车企客服向红星资本局直言，
“这个天气只要是长期停放在户外的
车辆，不论是天窗、天幕、钢板顶棚还
是加遮阳帘，车内温度都会很高，建
议上车前提前打开空调。”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吴丹若

转眼之间，8月就到了！
回顾7月行情，大盘在7月初
的前三个交易日横盘，之后
展开调整，下半月又开启了
横盘模式。

虽然7月大盘指数震荡
调整，但赚钱效应并不缺失。
无论是钒电池、钠电池、HJT
电池、TOPCon，还是一体化
压铸、高压快充、人形机器
人、空气悬挂，以新技术、高
景气为代表的板块成为市场
热点，纷纷上行。

而7月后半段，沪深两市
成交金额一度跌破万亿元大
关。在这种结构性行情之下，
选准板块或主线非常重要。
如果你持有新技术的相关板
块个股，那么仿佛身处牛市；
如果你持有家居用品、有机
硅、酿酒等板块的个股，那么
无疑是备受煎熬的。

对于即将到来的8月，我
们不妨先看看历史上的8月
行情。

数据显示，上证指数在

过去31年中，8月份市场出现
上涨的次数有17次，下跌的
次数有14次，上涨几率为
54.84%；深成指在过去31年
中，8月份市场出现上涨的次
数为15次，下跌的次数为16
次，上涨几率为48.39%。

由此可见，8月大盘涨跌
也基本是五五开。在大市历
史胜率仅仅维持在五成左右
的情况下，8月依然要选准板
块或主线。

在此有必要提醒各位，
在震荡市或弱市的环境下，
如果你不是长期投资者（持
股在半年或一年以上），而是
中短期投资者（持股在半年
以下），那么一定要选准板块
个股，并在较好的交易时机
进行操作。而一旦出现被套
的情况，很多人最容易出现
的情况是：等待未来解套或
做长线。其实，这种做法并不
是最好的选择，交易不能优
柔寡断，而是需要当机立断、
果断决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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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鏖战8月
依然要选准板块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3D”第
2022202期开奖结果：652。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双色球”第
2022087期开奖结果：红色球号码：05 06 09 13
23 25 蓝色球号码：0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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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02期开奖结果：
902，直选：7064注，每注奖金1040元；组选6：27017
注，每注奖金173元。（44035404.15元奖金滚入下期
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22202期开奖结果：
90284，一 等 奖 29 注 ，每 注 奖 金 10 万 元 。
（373751813.04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7星彩第22087期开奖结果：
780739+13，一等奖0注；二等奖4注,每注奖金
122636 元 ；三 等 奖 13 注 ，每 注 奖 金 3000 元 。
（296379788.85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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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舅币崩盘”上热搜
交易网站已无相关币种搜索信息

这个夏天
全景天幕电动车“火了”汽车遮阳配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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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9日上午，记者来到每
日优鲜北京顺义办公所在地。

5层大楼已经人去楼空，每日
优鲜的合作物业在打包公司绿
植，一楼办公区的灯没有开。合作
物业告诉记者，他们“站完最后一
班岗”也是为了拿到工资，每日优
鲜也拖欠了他们公司不少钱。

接待处的沙发上坐满了来
催要货款的供应商。

记者在一个供应商群里看
到，1个小时内，群内的成员增加
了近100人。到目前为止，群内尾
款催收的接龙已到了第87位，多
数欠款在40万到100万。

一位每日优鲜员工现场告诉
记者，他们6月份的工资被推迟到
了7月28号发放。结果7月27号下
午下班之后，公司通知因空气原
因让居家办公。有的同事7月28号
上午想来公司拿电脑（工作），发
现公司大楼的门被锁起来了。

7月28日晚间，记者看到每
日优鲜小程序上生鲜等品类还
很充足，但北京地区已经无法提
交订单。而在成都的消费者小雪
（化名）发现，每日优鲜的小程序
及app已经瘫痪，重复刷新仍停
留在需要“重新加载”的页面上。

7月28日，每日优鲜的小程
序首页发布一则服务变更通知，
配送时间由原来的最快30分达
改为最快次日达，配送范围为全
国均可配送。有消息称，每日优
鲜30分钟极速达业务全国关停，
仅余次日达服务。

对此，每日优鲜方面回应
称：“在实现盈利的大目标下，公
司对前置仓业务进行了调整，次
日达和其他业务不受影响。”

7月28日上午，每日优鲜极速
达被关停的消息被官方证实之

后，当天下午，裁员动作也同时开
启。在脉脉平台，记者看到认证为
前每日优鲜员工的网友发帖：“每
日优鲜上一波裁员的赔偿金不发
了，在职员工6、7月份的工资也没
了。社保断缴……高层失联。”对
此，每日优鲜HRBP（人力资源业
务合作伙伴）介绍称，7月的社保
公积金依然由公司缴纳，但是8月
就需要自行缴纳，社保公积金的
补缴优先级会高于工资。

对于“公司解散”“员工离职”
等消息，每日优鲜工作人员回应
称，在实现盈利的大目标下，公司
对业务及组织进行调整。次日达、
智慧菜场、零售云等业务不受影
响。由于业务调整，部分员工离职，
公司目前正积极寻求一切可能的
方案，最大限度保障员工权益。

不宣布解散或许出于法律
层面的考虑。

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许浩
告诉记者，如果没有依法解决好
员工经济补偿问题，税费问题，
公司无法完成解散。

“宣布解散的下一步需要进
行清算。通过清算，清理公司财
产，清偿债权债务，缴纳税费后，
股东才能分配剩余财产，从而注
销公司，最终消灭其法人资格。
对内需要依法补偿员工，结清工
资社保，缴纳拖欠的税费；完事
对外发布公告，登记债权，清偿
债务等事项。”他说。

许浩同时告诉记者，如果资
不抵债，比如公司员工的社保结
不清，公司无法依法解散，可能会
进入破产程序。“进入这个流程，
职工工资、社保是被优先支付的，
其次才是有抵押的债务，普通债
权，税费等问题。关掉一个公司比
开一个公司复杂得多。”

前置仓虽是每日优鲜的主要业务，但
不是全部。

敲钟前夕，每日优鲜战略升级，表示
自己不再局限于生鲜电商，而是向社区零
售进军，并提出了（A+B）x N的战略。除
了前置仓之外，零售云、智慧菜场两大新
业务被给予厚望。

久谦中台的调查报告指出，未来智慧
菜场项目或将独立运营，名为青岛每日菜
场科技有限公司，每日菜场争取独立运
营、独立上市；零售云可能成立新公司，单
独提供零售云服务，内部认为零售云可扩
大每日优鲜的影响力。

目前在智慧菜场改造方面，每日优鲜
运营的菜场达100个以上，营收在5亿元以
内，营收点为租金，每日优鲜对菜场业务
的盈利预期比较乐观。

同时，每日优鲜也将更多精力投放于
零售云。零售云即一般概念中的SaaS平
台，在后台提供基础性功能，由前置仓模
型（RAIN）与模式复刻而来。据报告，零售
云已运行了5年，目前，零售云在三四线城
市开辟了大型商超服务。零售云按照提成
收费。

盈利模式看起来多种多样，但业内人
士对每日优鲜的前途依然不乐观。

相关人士告诉记者，此次每日优鲜
释放出负面信号对品牌的影响巨大，若
无资本支持，每日优鲜可能会有退市的
风险。除此之外，6月份，每日优鲜因为拖
欠供应商16亿，被朝阳区人民法院强制
执行532万。

不过在近日，身陷“泥潭”的每日优鲜
再迎一线生机。7月14日，每日优鲜宣布，
公司与山西东辉集团达成股权战略投资
合作协议。协议规定，山西东辉集团计划
向每日优鲜进行价值2亿元人民币的股权
投资。公告显示，通过此次战略合作，每日
优鲜和山西东辉将围绕农业运营、销售与
营销交换各自的资源和最佳业务实践，并
在品牌农业、订单农业等全产业链进行一
系列的战略合作。 据每日经济新闻

久谦中台专家纪要显示，每日优鲜内
部将业务划分为三大模块，即前置仓、零
售云以及菜场业务，前置仓板块最大，这
个板块还包含了“便利购”与“每日一淘”
两条业务线。此次前置仓业务调整意味
着，每日一淘以及今年每日优鲜开始押宝
的便利购，两条业务线都被波及。

每日优鲜进入2022年一直过得磕磕
绊绊。5月，每日优鲜因股价跌破1美元/
股，以及未能及时披露财报，收到了纳斯
达克的两份警示函；5月和7月，每日优鲜
进行了两轮裁员，并因拖欠供应商款项被
朝阳区人民法院强制执行532万元。

在此次前置仓业务被关停之前，每日
优鲜2021年财报及第四季度财报迟迟没
有发布。

相关人士认为，关闭前置仓业务，意味
着每日优鲜在供应链、资金链上都存在一些
问题。“前置仓的配置很重，包括店面租金、
冷冻冷藏等电费、加工和配送人员，整体成
本是非常高的，烧钱速度非常快。”林岳告诉
记者。业内公认前置仓模式非常烧钱，这也
让每日优鲜长期处于亏损状态。财报数据显
示，每日优鲜2018年至2020年的净亏损分别
为22.32亿元、29.10亿元、16.50亿元。3年合
计亏损将近70亿元，如果加上2021年前三季
度亏损的30.18亿，则合计亏损近100亿。

显然，资金链断裂是每日优鲜此次危
机的直接原因。

海豚社创始人李成东接受微信采访
时告诉记者，直接导致这次崩盘的原因在
于，行业迎来监管之后，不再有风险资本
看好生鲜赛道，导致每日优鲜在二级市场
不被看好，无法继续增发融资。

“到了临界点，被银行锁了资金，不向
上游供应商付款，导致供应商危机。供应
商断货，又导致消费订单持续下降，营业
收入下滑，现金流进一步恶化。”他说。

李成东认为，每日优鲜此次危机的根
本原因，在于行业长期的恶性竞争。“价格
战导致了每日优鲜的长期亏损，亏损总额
超过了融资总额。”

APP瘫痪，业务调整，拖欠工资

解散

每日
优鲜

每日优鲜的总部办
公地，最近才刚从北京的望

京搬到26公里之外的顺义区博润
科技园2号楼。新办公室里，装修的“新

气”还没散尽，一场“地震”就已袭来。
搬迁的目的是“省钱”。原以为这是个背水一

战的故事，没想到却上演了一桩震惊业内外的“事
故”——这家生鲜电商企业陷入了资金危机。

7月29日，记者来到每日优鲜北京公司的新所在地，遇到已
经连续前来要债8天未果的供应商郭女士。她在每日优鲜南京部供应盒

饭，已经被欠了7个月货款，共计32万元。而郭女士所在的供货商微信群里，还
在不断跳动着各种供货商的欠款接龙。

就在7月28日，堪称每日优鲜立命之本的“前置仓”业务正式对外宣告被砍，随即
就传出“就地解散”的会议录音和多名员工的离职截图。

站在生死十字路口
供应商集体催款，员工工资被拖欠，资金链断裂……

2 前兆
不到3年巨亏近100亿元

3 希望
零售云、智慧菜场被给予了厚望

的

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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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体育彩票足球胜平负第22082期：11313333130303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胜平负任选9场（四川）第22082期：
11313333130303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4场进球第22082期：20213133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6场半全场胜平负第22082期：
330333313300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22年9月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