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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彩公益金支持省运会

2022年8月8日是我国第14个“全
民健身日”，四川省第十四届运动会
也将在四川乐山正式开幕。本届省运
会以“激情省运 多彩乐山”为口号，
是全省规模和影响最大的综合性运
动会，既是体育的盛会，也是满足人
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创造高品质
生活的有效载体。乐山市体育中心作
为承办省运会的重要场地和中心城
区唯一具有多功能场馆设施的全民
健身场所，其改造项目一直备受大家
关注，体彩公益金也扮演着重要角
色。乐山市体育局相关负责同志介绍
到：“体育中心的改造在满足省运会
赛事功能需求的基础上，充分考虑市

体育中心的全民健身功能，注重美观
性、实用性、群众性相统一。”乐山市
体育局借助此次省运会的东风，加大
对全民健身氛围的营造，并努力推动
全市各类体育场馆与体育设施向市
民开放，体彩公益金在其中起到了至
关重要的作用。

宽敞整洁的运动场，丰富多样的
体育健身设施，让乐山市桂花楼社区
的全民健身活动中心，无论是工作日
还是周末，总是热闹非凡。市民王先生
说：“自从这里建好以后，我打篮球就
方便多了，在家门口就可以健身。”该
健身中心位于乐山市市中区鼓楼街58
号，目前其中包括了篮球场、羽毛球
场、健身房，同时配套安装了篮球、室
外乒乓球桌、羽毛球架、跑步机、健身

车、动感单车等体育健身器材，以及休
息椅等辅助设施。值得一提的是，健身
中心采取免费和低收费开放模式，并
组织专业人员对健身群众进行篮球、
羽毛球培训和室内健身指导。

在多种举措下，将健身中心打造
成为了一处适宜不同层次群众健康
咨询、体育健身、休闲娱乐的体育健
身活动场所。在体彩公益金的支持
下，在乐山像这样的健身中心不胜枚
举，乐山市民通过这些家门口的健身
中心积极投入到了省运会群众体育
项目选拔赛中，为省运会营造了浓厚
的全民健身氛围。

体彩公益金助力全民健身

从场馆改造升级、组织队伍建设

到群众赛事选拔，体彩公益金都助力
其中。以本届省运会的举办城市乐山
为例，2021年乐山市全年安排体彩公
益金支出1070.09万元，其中用于资
助或组织开展全民健身活动727.25
万元，占总支出的67.96％；资助群众
体育组织和队伍建设138.30万元，占
总支出的12.93％；援建与维护公共
体育场地、设施和捐赠体育健身器材
182.03万元，占总支出的17.01％；组
织开展全民健身科学研究与宣传
22.5万元，占总支出的2.1％。

在体彩公益金的大力支持下，乐
山市还开展了2021年全国桥牌锦标
赛、四川省“美丽乡村健康跑·橘乡井
研欢乐跑”、乐山市第八届运动会等全
民健身活动，为推动增强人民体质、推

进体育强省建设贡献体彩力量。
近年来，全民健身氛围愈加浓

厚，群众健身热情日渐高涨，越来越
多的人投入健身运动中，这离不开体
彩公益金的长期投入与支持。2021年
度，四川省各级体育部门共安排使用
3.96亿元体彩公益金用于群众体育
支出。从修建体育场馆、体育公园、健
身广场，到举办赛事活动；从城市社
区到乡村街道的普及；从青少年到中
老年人的全民参与……到处都有体
彩公益金支持全民健身的身影。在体
彩公益金的支持下，四川先后举办了
2021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网球团
体赛、“中国体育彩票杯”2021年川渝
友好城市气排球巡回邀请赛等全民
健身活动，开展“百城千乡万村·社
区”系列全民健身活动，开展以“爱成
都迎大运”为主题的全民健身活动。
在推进成渝经济圈建设的同时，把体
育赛事送到群众身边，把全民健身落
到实处，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
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未来，四川体彩将继续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牢记国家公益
彩票定位，坚持“来之于民，用之于
民”的发行宗旨，以负责任的方式筹
集更多的公益金，在增进民生福祉、
践行初心使命的征途中踔厉奋发，笃
行不怠，努力为群众体育发展，为全
民健身事业，为体育强省建设贡献体
彩磅礴力量。 （胡旭阳 郑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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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建议，入市风
险自担。

添彩激情省运 助力全民健身
四川体彩公益金提供强力支撑

城市中的体育公
园、全民健身路径，各类
体育院校里的训练场
馆，甚至小区楼下的健
身设施，背后也许都有
一张张中国体育彩票的
献力。从公共体育场馆
的援建，到助力全民健
身活动，体育彩票公益
金持续发挥着举足轻重
的作用。

思维造物在用户数出现衰退的情
况下，仍能实现营收增长，是因为公司
在一定程度上牺牲了免费、付费较少的
用户，侧重于服务高付费的用户，提高
了购课成本。

招股书显示，2020年其付费用户数同
比下降5.22%，主要系单价较高的长周期
课程数量增加并且中短周期课程上新减
少，使得课程购买门槛相对提高所致。

2021年付费用户同比下降20.07%，
主要系2021年课程上新数量同比下降
43.56%。2021年公司课程研发资源逐步
向高客单价课程倾斜，导致高客单价课
程的供给增长，低客单价课程的供给相
对减少。

事实上，通过招股书中，不难看出思
维造物的商业逻辑悄然发生变化。

从产品来看，思维造物的业务始终
围绕线上知识服务（课程、听书、电子
书），线下知识服务（得到大学、跨年演
讲、知识春晚），电商（阅读器、实体图
书）展开。

在2021年4月的招股书中，思维造
物首次提出“自研产品”概念。也就是在
2021年，线上服务方面，思维造物研发
推出了平均单价在千元以上的训练营
课程；线下服务方面，对“得到大学”项
目进行了品牌升级，更名为“得到高研
院”，学费也稳步提升。

2021年全年，思维造物高客单价课
程销量占比为20.88%，但高客单价课程
GMV（商品交易总额）占比已经达到了
58.43%。高客单价产品推高了公司毛利
率，2019-2021年度，公司毛利率分别为
44.84%、47.24%和50.85%。

在不断发力高客单价课程的过程

中，思维造物逐渐向培训机构靠拢，考
试培训机构中公教育（002607.SZ），出
现在思维造物的同行业可比公司之列。

拥抱培训机构，为思维造物带来了
新的挑战。陈礼腾告诉红星资本局，定
位终身学习的思维造物，半只脚已踏入
了教培领域。近一年来，受政策的影响，
教培行业受到较为严格的监管，一定程
度上影响了思维造物的上市。

此外，获客难、获客成本高一直是
高客单价培训领域的痛点。

为了获取新用户，得到高研院项目
一 直 鼓 励 老 用 户 介 绍 新 用 户 。
2019-2021年，得到高研院转介绍率（新
招学员中来自于老学员介绍的比例）分
别为24.72%、30.11%、52.64%。

深交所曾在问询函中质疑其“老用
户介绍新用户”模式，要求公司说明学
员获取、业务开拓是否符合《传销管理
办法》的相关要求。

与此同时，高单价更加需要好内容
来支撑。陈礼腾认为，如果用户购买课
程后，发现实际价值不及预期，会降低
其付费意愿。

思维造物招股书显示，每一期得到
高研院线上课程迭代量约为20%，平均
每5期完成课程的完全更新迭代，重复
购课学员开始在第6期出现。得到高研
院2018秋季班第0期-2021年秋季班第
10期，学员招生人数为15771人，其中重
复购课的学员数量为43人，重复购课学
员人数比例为0.27%。

高毛利与用户数、消费与内容，两
者之间如何保持平衡，仍是思维造物需
要探索的问题。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
者 俞瑶 陶玥阳

8月7日10点，三元股份
（600429.SH）以7005.40万元拍
得新华联控股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新华联控股”）持有的湖
南太子奶集团生物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以下简称“太子奶”）
40%的股权。

8月6日，三元股份曾发布
公告称，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
法院将对新华联持有的太子奶
40%的股权进行第二次公开拍
卖，经公司董事会审议，同意公
司参与本次拍卖并行使优先购
买权。据了解，三元股份拥有太
子奶60%的股权。

同日，三元股份发布了太
子奶40%股权的资产评估报告
摘要。据摘要，新华联控股持有
的太子奶40％股权在评估基准
日2021年12月31日的市场价值
为1.25亿元。此次成交价（也即
起拍价）相当于评估市场价值
打5.6折。

值得注意的是，太子奶
40%股权第一次公开拍卖时，

三元股份曾公告称，放弃优先
购买权并且不参与该次拍卖。
当时起拍价为8756.76万元，因
无人出价而流拍。

本次是太子奶40%股权第
二次公开拍卖，起拍价再打8折
为7005.40万元，报名的只有三
元股份。

对于此次参与拍卖的原因，
三元股份表示，是经过对湖南太
子奶未来发展的综合考虑。而对
于拍卖成功后的影响，三元股份
称本次拍卖定价系以评估值为
基础，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公
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合法权
益的情形。本次交易亦不会对公
司财务状况产生明显不利影响。

红星资本局致电三元股份
欲咨询其对太子奶后续发展的
计划，暂无人接听电话。

据公告，太子奶2021年经
审计净亏损5897.93万元，2022
年第一季度未经审计净亏损
426.20万元。 成都商报-红星
新闻记者 俞瑶 张露曦

上周，A股整体上先抑后
扬，三大指数探底回升。指数回
暖的同时，出现了和市场共振
的半导体板块。那么，当下的市
场见底了吗？半导体板块能够
成为引领市场的新主线吗？哪
些潜在的方向值得关注呢？昨
天，牛博士与达哥就大家关心
的话题展开讨论。

牛博士：达哥，你好，上周五
三大指数收出中阳线，这种有力
度的上涨带动了市场做多情绪
的回暖。如今的市场见底了吗？

道达：从上周二开始，我对
于上证指数的定位就是在做5
分钟级别的箱体震荡，即便周
五市场出现大涨，指数也只是
从5分钟箱体的下沿涨到了上
沿而已，对于整体的结构并没
有改变，因此我的观点也没有
改变——市场没有见底。

牛博士：上周出现一个非
常抢眼的板块——半导体，它
的走强也带动了国产替代概念
的走强。这一个方向会成为下
一阶段引领市场的主线吗？还
有其他的方向需要关注吗？

道达：上周四，市场出现了
两个热点：特高压和半导体，从
当天的盘面看，特高压比半导体
更强。但周五从集合竞价和开盘
来看，这种分化就开始显现，特
高压龙头开盘低于预期，半导体
则一跃抢过风头，成为周五的最
强板块。这种由资金高低切换，
并且和指数产生共振的板块，显
然是要引起注意的。

半导体在上周五大涨之
后，大概率要出现分化。如果在

分化的过程中，板块指数还能
够震荡向上，大概率会产生妖
股。半导体板块要走出来，不能
仅仅依靠一个龙头。

指数和板块的关系是相辅
相成的。指数要走强，就必须要
有新的热点能够接力，从目前
的情况来看，半导体是有很大
的希望去接力的。但对于整个
市场来说，不能只有半导体板
块走强，因为这个板块的权重
有限，还需要其他有一定权重
的板块来辅助才行。

新能源赛道的电力设备和
整车这两个板块，达哥觉得短期
还是要谨慎对待的，尤其是电力
设备板块，仍然摆脱不了下探
之前密集成交区支撑的可能
性。在关注热点板块的同时，可
以考虑下和次新股的叠加，华
大九天6天翻倍已涨出示范效
应，一些形态结构比较好的次
新股是可以挖掘的。

牛博士：本周有什么消息
值得关注呢？

道达：本周对市场影响大
的是CPI数据和社融数据。7月
CPI、PPI、新增贷款、M2、社会
融资总额等数据将公布，这些
数据将直接影响到央行的货
币政策。

总的来说，目前的市场看
不到大的风险，市场的主基调
仍然是分化的结构性行情，紧
跟主线即可，找准赛道，挖掘其
中的潜力品种，才能真正吃肉；
否则方向不对，努力白费。策略
上，控制好仓位，不过分追涨杀
跌就行。 （张道达）

思维造物放弃IPO
最好的安排
无奈的选择

在递交了7份招股书、经历3次问询之后，北京思维造物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思维造物”）的
IPO进程，从“中止”变为“终止”。

从7份招股书中，不难看出思维造物正在进行业务调整。
据悉，罗振宇在内部信中，将撤回IPO称为“最好的安排”。但在业内人士眼中，这似乎也是“无奈的选择”。

2020年9月第一次递交招
股书后，思维造物的上市审核
曾被3次中止，原因均为财务资
料过期。

2022年6月29日，思维造物
第七份招股书披露，仅一个月
后，思维造物就向深交所递交
了撤回IPO的申请。8月1日，深
交所终止了对思维造物的上市
审核。

针对此事，红星资本局多次
拨打思维造物电话，但截至发稿
无人接听。

据每日经济新闻报道，对于
撤回上市申请，罗振宇发内部信
称：“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内部信中写道：“因为有上
市这个刚性约束在，我们在治
理、内控等方面做到了最大程度
的透明与规范。另一方面，恰恰
因为用公众公司的标准要求自
己，才使得在过去几年，公司获
益不小。”

招股书数据在一定程度上
验 证 了 罗 振 宇 的 说 法 。2019
年-2021年，思维造物经营性现
金流分别为0.87亿元、1.19亿元、
2.29亿元。截至2021年年末，思
维造物持有的货币资金余额高
达11.5亿元。

但思维造物的业绩存在一
定起伏，其主要产品得到APP的
用 户 数 也 呈 下 降 趋 势 。2019
年-2021年，思维造物归母净利
润分别为1.17亿元、0.40亿元、
1.25亿元。

2018年，得到APP平均月活
用户、充值用户、付费用户分别
为 362.25 万 人 、186.43 万 人 、
267.29万人；2021年，这几项数
据分别下滑至253.94万人、51.35
万人、157.45万人。

红星资本局注意到，有业
内人士认为，思维造物的业绩
发展存在较多不确定因素，撤
回IPO并不是不想上市，而是无
法上市。香颂资本执行董事沈
萌接受央广网采访时直言，思
维造物此次撤回发行上市申
请，“只有一种原因，就是不够
上市的基本条件。”

另有某证券行业从业人员
告诉红星资本局，思维造物未来
仍有机会登陆资本市场，可能港
股也是一个选择，但公司业绩的
持续增长存在困难。

网经社电子商务研究中心
数字教育分析师陈礼腾则向
红星资本局表示，思维造物的
IPO折戟，是业绩、市场环境、
监管等多方面综合影响下的
结果。

“可持续性上，过度依赖
罗振宇个人IP以及头部名师的
背景下，个人IP吸引力下降以
及与名师之间合作关系的变
化，都会影响平台的发展。”陈
礼腾称，“随着知识付费热潮
褪去，加上抖音、快手等直播
平台也涉足知识付费，讲不出
更好商业故事的思维造物也
只能止步IPO。”

依赖名人IP、成长性存疑
撤回IPO是“最好的安排”？

思维造物走向培训机构
高客单价产品是双刃剑？

这个板块或成为新主线
——道达对话牛博士

三元股份竞得太子奶40%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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