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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华西天然药物有限公司
公章（编号：5101008049616）遗失
作废。
●四川攀峰路桥建设集团有限
公司达开快速通道工程项目经
理部印章遗失，声明作废。
●成都传兴艾斯文化传媒有限
公司谌传兴法人章 （编号：51
01060438979）遗失作废。
●四川三泽科技有限公司公
章（编 号 ： 5101245171966）遗 失
作废。

●钟吉勇（510108197902100616）
2006年12月19日取得的工程师中
级职称证书（专业：建筑工程）遗
失作废。
●四川锦都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原法人朱平法人章编码：5101
050010673、5101000130270， 均 遗
失作废。

●四川宇 建材有限公司公章
编码：5101225062792遗失作废
●四川锦都禧宴餐饮管理有限
公 司 朱 平 法 人 章 编 码 ：51010
50022339，遗失作废。
●成都宏升伟业建设工程有限
公司朱国强法人章 （编号 5101
055385055）遗失作废。

●北京利天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成都分公司遗失发票专用章一
枚， 印章编码5101095230798，声
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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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早盘市场受外围股市的影响出现了集体高
开，随后震荡走高，盘中在汽车、新能源、军工等板块
的走弱下，指数出现了跳水，午后在大金融等权重的
带动下，市场还是稳住了，最终三大指数全部收红。沪
深两市个股涨跌中位数为涨幅1.32%，“回血”效应还
是不错的。

前天在分析高位强势品种补跌的时候，建议朋友
们去关注一下一些最近低位超跌的品种。一般来说，
在高位品种补跌的时候，很容易出现高低切换，部分
超跌的低位品种容易被资金关注。所以，昨天午后大
金融的走强，也比较符合预期。但这里面的机会只适
用于短线套利，持续的大机会目前还看不到。

半导体板块前天说过了，达哥认为分析得比较详
细，要提高关注度，有成为新主线的潜力。虽说这个板
块整体并不景气，但美国在支持半导体产业，也自然
会为A股的半导体板块带来刺激。目前受关注的细分
领域，主要以芯片设备和相关材料为主。

特高压概念板块表现强势。消息面上，国家电网
董事长辛保安3日表示，下半年将开工建设新一批特
高压工程，总投资超1500亿元。

特高压是电网建设中的重点题材，是电力运送的
高速公路。但从板块指数来说，持续性并不是很好，仅
适合低吸。

临近尾盘，有资金明显回补了机器人题材，机器
人板块近期比新能源赛道走得更强，热度维持得也比
较好，是短线的一个重要方向。

综合盘面，达哥觉得要点主要有以下几个：
首先，市场整体情绪和上证指数的弱势格局并未

完全改变。市场整体回暖对于市场情绪来说确实是一
件好事，但把这几天市场的情况连在一起来看，都是
跌的时候放量，涨的时候缩量，这说明市场整体的弱
势情绪并未完全改变，还有担忧存在。

另外，从上证指数走势结构来说，尽管昨天反弹得
不错，但整体仍然在达哥周二预判的5分钟箱体结构中
震荡，没有出现改变走势结构的情况。下跌过程中的这
种结构，只能定性为弱势，后续有新低的概率并不小；向
上则需要突破这个箱体的回调确认。在这两种情况未出
现之前，严格控制仓位。达哥更倾向于破而后立。

其次，是北上资金的连续净流出。昨天是北上资
金连续第三个交易日净流出，也是净流出最多的一
天，尤其是尾盘这种有加速的情况，很可能预示着指
数还有反复。

最后，市场缩量要注意节奏。因为市场缩量，就不
太可能支持所有板块全面走强，要以近期的热点板块
为主；同理，因为缩量，热点的持续性会出现问题，回
调时买入才是更好的选择。

对于一些高位的、又涨了很多的板块，要多留个
心眼。 （张道达）

8月2日，合众新能源汽车有限公司（哪吒汽车母
公司）与黑莓公司（BB.US）宣布达成合作，加快智能
技术在汽车驾驶、汽车座舱场景的应用。作为双方合
作的第一个落地项目，哪吒S将搭载黑莓QNX系统。

不做手机后 黑莓成了汽车圈“王者”

黑莓手机曾是智能手机安全领域的王者，一度占
据了美国48%、全球20%的市场份额。然而苹果手机的
诞生，让坚持全键盘的黑莓走上了下坡路。

2016 年10月，黑莓宣布内部将停止开发智能手
机，把焦点转为软件合伙。此后“黑莓”这一品牌名曾
授权给TCL等多家手机制造商，但都未能挽救黑莓
手机。2022年1月4日，黑莓手机服务系统停止更新。

退出消费者手机市场后，黑莓过得还不错。它在
2010年收购了一家软件公司QNX，主要开发汽车上
的操作系统。

黑莓QNX软件延续传承了手机界安全老大的优
势，又具备开放性、包容性，受到车企的欢迎。包括安
波福（Aptiv）、宝马、博世、福特、通用、本田、梅赛德
斯-奔驰、丰田和大众，都在大量关键系统中采用
BlackBerry QNX软件。

在国内，黑莓与百度合作。除了哪吒S，小鹏P7也
搭载了QNX操作系统模块。

目前全球已有超过2.15亿辆汽车搭载BlackBer-
ry QNX 软件，较 2021 年增加了 2000 万辆。与此同
时，BlackBerry QNX的待实现的版税收入从去年4.9
亿美元增长至5.6亿美元，增幅达14%。

从华为到黑莓 哪吒汽车的拿来主义

造车新势力们虽然大多在关键领域坚持自研，但
在非核心和不擅长的领域，也善用拿来主义。

2021年8月25日，哪吒汽车宣布与华为在智能网
联、车载计算、智能驾驶、数字能源及云服务等领域展
开全面合作。双方合作的首款车型哪吒 S 应用华为
MDC智能驾驶计算平台及激光雷达技术。

哪吒汽车方面当时向红星资本局表示，“哪吒汽
车将在深度自研的基础上，与华为展开全面合作。明
年上市的哪吒S，哪吒汽车智能研究院主导自主研发，
华为提供激光雷达和 MDC 及热泵集成控制模块硬
件。这并非HI（Huawei Inside）模式。其他的更深度的
合作，双方也在积极的探索之中。”

哪吒汽车CEO张勇曾表示，“我们不希望把有限的
资源放在我们不擅长的领域。例如不会去做硬件，不做
芯片，也不做传感器；把用户体验做好，把产品技术做
好，把算法做好，把一些核心的平台做好，有所为有所不
为。硬件部分不碰，操作系统暂时不碰，中间件和供应商
联合开发，一些应用的组件，和平台的组件自己来搞，把
涉及用户体验、用户感知比较强的一些技术，把一些涉
及智能汽车安全的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上。把有限的资源
用在刀刃上，要集中力量、集中资源办大事。”

业内人士向红星资本局指出，随着智能汽车的快
速发展，手机企业和汽车制造商进行合作是未来发展
的一种趋势。两者互通融合，更有利于车企向数字化
转型，从而进一步提升用户用车时的交互体验。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吴丹若

尚乘数科母公司尚乘集团为李
嘉诚控制的长和创立。记者调查时发
现，尚乘数科当前的控制结构并未指
向李嘉诚，而是指向了香港投行圈的

“名人”蔡志坚（Calvin Choi）。
“蔡志坚在香港金融圈一直是风

口浪尖的人物”，某险企香港分公司
人士向记者透露。

神秘富豪蔡志坚浮出水面

尚乘集团官网中，和记黄埔、长
江实业的名号高悬于显要位置，似乎
显示着公司与李嘉诚渊源颇深。

然而从公开资料来看，“李超人”
与如今的尚乘数科并无太多关联，充
其量也只能说隐现其后。

美国SEC文件显示，尚乘数科股
权结构较为单一，大股东为同在美股
上 市 的 公 司 宏 达 理 财（AMTD
IDEA Group，证券代码“AMTD”）。

截至2021年年底，宏达理财持有
尚乘数科B类股6565万股，占尚乘数
科股东权益 88.7%。由于 B 类股一股
投票权相当于20股A类股，宏达理财
占实际拥有尚乘数科股东大会表决
权的99.4%。

蔡志坚通过A/B类股股权架构，
对宏达理财、尚乘数科两家上市公司
均形成了50%以上的绝对控股。

同时，若按照蔡志坚当前在尚乘
数科占有的约 18.09%的股东权益占
比计算，这位神秘富豪的身家至少已
经达到562.18亿美元（约3796亿人民
币，以8月2日收盘市值计算）。

再对比那些闻名遐迩的福布斯
富豪，蔡志坚的“纸面财富”已远超李
嘉诚的360亿美元身家，跻身香港首
富。而与内地新贵们相比，蔡志坚的
身家也超过了拼多多创始人黄铮，仅
次于钟睒睒和马化腾。

与小米深度绑定

蔡志坚究竟是何许人也？
尚乘数科在招股书中称，蔡志坚

是一位白手起家的企业家。
尚乘集团官网显示，蔡志坚在加

入尚乘前曾任瑞银集团投资银行部

董事总经理（MD）以及全球家族办公
室亚太委员会委员。此外，蔡志坚还
曾担任过花旗集团投资银行板块的
中国首席战略合作官。

在尚乘集团的发展过程中，小米
集团是其重要的合作伙伴。

尚乘集团官网显示，2018年7月，
小米集团在香港联交所挂牌上市。尚
乘担任小米集团 IPO 的联席主承销
商、联席账簿管理人及联席牵头经办
人，是所有承销团成员中唯一一家港
资民营金融机构。

2019 年 5 月 9 日，尚乘集团与小
米集团联合宣布，其合资公司——洞
见金融科技（Insight Fintech）获香港
金融管理局颁发虚拟银行牌照。

2019年7月25日，尚乘国际向美
国 SEC 提交了招股书。在赴美上市
前，尚乘国际进行了一轮募资，多家
知名企业参与了其Pre-IPO投资。包
括小米、同程艺龙、汇量科技、美图董
事长蔡文胜创办的隆领投资。

或被香港证监会禁业2年

即便是如此长袖善舞之人，也麻
烦不断。

据此前腾讯科技报道，中民投旗
下的中民国际与瓴睿资本集团联手
投资尚乘集团后，李嘉诚的长和系公
司隐退，蔡志坚作为撮合人应董文标
之邀加入中民投，并受托管理中民投
数十亿资金，但被后者怒称蔡志坚杳
无音讯。中民投债务危机爆发、董文
标卸任后，中民投开始向蔡志坚追讨
资金，多次讨债无果后甚至雇人在尚
乘集团写字楼前拉起横幅，指控蔡志
坚套取、挪用资金高达数亿美元。蔡
志坚对此进行了一系列公开否认。

此外，2014年~2015年，蔡志坚在
瑞银工作期间参与的两个项目遭到香
港证监会调查，香港证监会对其做出
禁业两年的处罚决定，蔡志坚提出闭
门聆讯申请没有获得通过，正式聆讯
将在今年12月12日~16日公开举行。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俞瑶
陶玥阳

综合21世纪经济报道、北京商报

全面回暖！
调整结束了吗

黑莓与哪吒汽车
达成合作

50名员工 1亿多营收

最强妖股
如何撑起万亿市值

▶中国香港的金融科技公司，主营业务是销售金
融解决方案和保险相关业务
▶员工50人，一年净赚1亿多人民币
▶市值最高时，冲到4000亿美元，成为最大中概
股

长江和记实业否认有业务往来
尚乘数科一天市值蒸发万亿

▶2021年4月30日至2022年2月28日，尚乘数科营
收约1.68亿港元，净利润为1.87亿港元
▶虽有“李嘉诚概念股”之称，但长和澄清，未参与尚乘
集团营运，正洽谈出售所持不足4%股份
▶尚乘数科实控人蔡志坚面临香港证监会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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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志坚晋身香港首富，
李嘉诚隐现其后？

近日，一家上市不足一个月的中概股公司尚乘数科（HKD.US）因其
“妖气纵横”的走势，频频冲上财经热搜。

尚乘数科7月15日上市，在13个交易日内，其股价从7.8美元/股涨至
1100美元/股，还一度飙升至2555.3美元/股！可谓2022年最大“妖股”，
市值一度超过阿里巴巴（BABA），达到4000亿美元。

投资者面面相觑：这家尚乘数科到底是什么来头？

北京时间8月4日凌晨，美股高
开高走，三大指数均大幅收涨，热门
中概股和大型科技股也多数上涨。

市场数据显示，周三美股开盘3
分钟，尚乘数科继续暴涨，一度突破
2000 美元/股，市值超过 3700 亿美
元，在全球市值榜上排名第15，攀升
65个名次。但随后快速走低，其股价
大跌41.04%触发熔断，复牌后股价回
升。截至收盘，尚乘数科跌超34%，报
1100美元/股，较日内最高价腰斩，总
市值为2035.5亿美元。相较高点时的
市值，尚乘数科收盘时市值蒸发超
150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万亿元)。

尚乘数科是尚乘集团旗下企业，
注册地为开曼群岛，是一家中国香港
的小投行公司，员工仅50人。

尚乘数科于7月15日登陆纽约
证券交易所，发行价7.8美元/股。仅
过去13个交易日，8月2日收盘，股价
就来到1679美元/股，涨幅超过200
倍！更疯狂的是，尚乘数科股价最高
触及2555.30美元/股，总市值一度超
过 META（即 Facebook），也超过辉
瑞、可口可乐、阿里巴巴等行业龙头。

8月2日，针对超200倍的涨幅，
尚乘数科回应称，“自尚乘数科首次
公开发行以来，公司注意到股价存在
显著波动，并且观察到一些非常活跃
的交易量。据我们所知，自首次公开
募股日起，不存在与公司业务和经营
活动有关的重大情况、事件或其他事
项。公司还会密切监测市场的任何异
常交易活动或异常情况。”

市值一度超阿里
一夜又蒸发10000亿

公开资料显示，尚乘集团是李
嘉诚的长江实业集团与和记黄埔于
2003年创立，是亚洲最大的民营独
立投资银行，于2019年在纽交所上
市。其战略股东还包括远东发展邱
达昌、恒基兆业地产李兆基长子李
家杰等香港知名人士。

此次赴美上市的尚乘数科由同
为集团子公司的尚乘国际分拆而
来。尚乘数科也因为“李嘉诚概念
股”而广受关注。

昨日下午，就近期尚乘数科遭资
金爆炒，李嘉诚卷入风波之事，长江

和记实业（以下简称长和）发布澄清，
长江集团旗下公司没有直接持有尚
乘数科之股权，亦与该公司没有任何
业务往来。现时尚乘集团董事局没有
长江集团的代表；长江集团亦没有参
与尚乘集团的营运，并对该集团之任
何业务及计划一无所知。

此前长和表示已出售大部分尚
乘集团股份，持股不足4%，长和昨
日下午又表示，现在正在洽谈出售
这些股份。

受此消息影响，尚乘数科盘前
急跌24%。

妖气冲天 /

未参与尚乘集团营运
正洽谈出售所持不足4%股份长和澄清 /

2021财年营收近2亿
如何撑起万亿市值基本面分析 /

从业绩表现来看，尚乘数科业
务涉及数字金融牌照及服务，数字
媒体、内容与营销等多个领域，收入
主要来自数字金融服务业务和“蛛
网”生态系统解决方案业务。其中前
者主要是保险经纪和技术相关服
务，后者为付费会员提供平台访问
权限和资源对接等服务。

在数字金融业务板块方面，尚
乘数科定位于“以亚洲多行业稀缺
的数字金融牌照，打造跨市场智能
数字金融服务平台”。其所持有的金
融牌照包括中国香港保险经纪牌
照、虚拟银行牌照。同时，尚乘数科
还持有新加坡数字保险技术平台
PolicyPal的控股权。

招 股 书 显 示 ，2019～2021 财
年 ，尚 乘 数 科 总 收 入 分 别 约 为
1455.4万、1.68亿和1.96亿港元；期
内利润分别为 2154.4 万、1.58 亿及

1.72 亿港元。2021 年 4 月 30 日至
2022年2月28日的10个月里，尚乘
数科营收约1.68亿港元，净利润为
1.87亿港元。

而市值一度被尚乘数科超过的
阿里巴巴，2021 财年营业收入为
7173亿元，归属于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为1720亿元。

博通金融行业分析师王蓬博称：
“虽说有牌照的价值，又有股东做背
书，具体业务营收表现也算理想，但
它目前的这种优势，仍支撑不了现在
的股价。这可能就是单独地炒概念，
有点类似于被炒作的情形。”

投融资专家许小恒同样认为，
尚乘数科股价不具备可持续性，业
绩和市值严重不匹配，暴涨之余，市
场对尚乘数科能否撑起近万亿元市
值是有质疑的，市盈率已超万倍，基
本面难以支撑估值。

小米集团创始人雷军（右三）、小米金融董事长兼CEO洪锋（右二）、小米
集团金融办公室负责人刘伟（左一）、蔡志坚（右一）、长和集团独立董事郑海泉
（左二）图据尚乘集团官网

尚乘数科
7月15日登录纽交所
发行价7.8美元/股
最高涨到2555.3美元/股
8月4日收报1100美元/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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