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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鹏P7追尾致人伤亡
司机开启辅助驾驶后分神
小鹏汽车：将全力配合相关部门进行事故调查

又一起严重交通事故疑似与辅
助驾驶有关。

日前，有微博博主上传了一段小鹏P7高架桥
追尾事故的视频。视频内容显示，宁波一位小鹏P7
车主在高架桥行驶过程中与前方检查车辆故障的
人员和故障车辆发生碰撞，事故导致一人遇难。

网传信息显示，该小鹏P7车主在高架桥上开
启了LCC（车道居中辅助）功能。

8月11日，小鹏汽车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经核
实，8月10日下午，宁波一车主驾驶车辆与前方检查
车辆故障人员发生碰撞，发生人员伤亡。我们为本次
事故中不幸离世的遇难者感到悲痛和惋惜。目前交
警部门已经立案处理，门店已第一时间已前往现场
协助处理。我们将全力配合相关部门进行事故调查，
持续跟进后续结果，并协助客户处理后续相关事宜。”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3D”第2022213
期开奖结果：753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销“双色球”第
22092期开奖结果：红色球号码：21 20 07 27 10
16 蓝色球号码：11

（以上所有开奖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福
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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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22213期开奖结果：829，
直选：15625注，每注奖金1040元。（42917591.39元奖金滚
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22213期开奖结果：
82932，一等奖34注，每注奖金10万元。（361128222.14
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22年10月10日）

兑彩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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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股价走出18天14板的行情
后，8月10日晚间，“妖股”∗∗ST
未来（600532.SH）发布公告称，
将停牌核查。

当晚，∗∗ST未来还收到上
交所问询函，问询事宜与近期
跨界高溢价收购锂业资产有
关。问询函中，上交所要求∗∗ST
未来就交易评估价是否公允、
是否存在炒作股价的情形等作
出说明。

跨界锂业 18天14板

8月10日晚间，∗∗ST未来发
布公告称，公司股票价格近期
累计涨幅较大，期间多次触及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7月18日至
8月10日期间，有14个交易日涨
停，累计涨幅达80.44%，累计偏
离值达80.38%。经申请，∗∗ST未
来自8月11日起停牌。

当晚，∗∗ST未来还收到了
上交所下发的其关于重大资产
购买预案的问询函。

6月30日，∗∗ST未来披露筹
划重大资产重组暨签署《合作
框架协议》的提示性公告，拟收
购瑞福锂业及新疆东力矿业投
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疆东
力”）70%-100%股权。

因∗∗ST未来主要从事煤炭
贸易、医疗服务业务，此前并未
涉足过锂产品行业，此次跨界
收购很快引起了投资者及上交
所的关注。适逢锂产品行业火
爆，∗∗ST未来进军锂业的消息
也直接带动了股价上涨。

7月30日，∗∗ST未来再发公
告，详细披露将以支付现金方
式向王明悦、亓亮、济南骏华收
购其所持有的瑞福锂业70%股
权，向和田瑞福收购其所持有
的新疆东力的70%股权，标的

资产的转让价格合计不超过
38.5亿元。

公开资料显示，瑞福锂业
为新能源锂电池材料企业，主
要从事电池级碳酸锂、工业级碳
酸锂、氢氧化锂的研发、生产和
销售。新疆东力为锂矿石的开采
企业，核心资产为“新疆阿克塔
斯锂矿”的探矿权和采矿权。

两标的公司净资产为负

合计不超过38.5亿元的转
让价背后，两标的公司的净资
产为负值。截至2021年底，瑞福
锂业及新疆东力净资产分别
为-3.04亿元和-0.12亿元。8月
11日，∗∗ST未来告诉红星资本
局，上述净资产数据还未经审
计，最终还需看审计报告。

∗∗ST未来为何相中这两家
标的公司引发上交所疑问。

对此，上交所要求说明瑞
福锂业、新疆东力报告期内净
资产为负的原因；结合经营模
式、行业地位、市场占有率及主
要竞争对手情况，说明瑞福锂
业的核心竞争力；说明新疆东
力近五年的年开采量，后续勘
探、建设以及投产所需的资金
成本，采矿权续期、探矿权转采
矿权进展以及是否存在实质性
障碍，提示风险及应对措施。

红星资本局注意到，不久
之前，瑞福锂业成为锂电池巨
头亿纬锂能的合作伙伴。

千亿锂电龙头亿纬锂能无
疑是资本市场的焦点。8月11
日，∗∗ST未来方面告诉红星资
本局，在瑞福锂业和亿纬锂能
形成合作关系之前，公司并不
知情。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邓凌瑶

昨天，A股全面爆发。
盘面上，券商板块和消费

电子板块是最靓的仔。临近中
午收盘，券商股突然发飙，午后
继续保持强势。

仔细看券商股的表现，一
方面是涨停个股数量不多，另
一方面是封单也不够硬，不够
坚决。这样一来，12日就比较考
验券商板块了，只要和之前的
半导体一样能够稳住，就不排
除还有表现的机会。而如果券
商股带领的大金融能够稳住，
接下来指数的表现也可以期待
一下。在券商股没有表现出持
续性之前，达哥只能理解他们
的上涨是为了给题材搭台，关
注的重点仍然放在之前的热点
板块上。

消费电子涨幅居前，苹果
公司9月将发布新一代手机，有
分析师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预
计iPhone 14系列机型平均售
价将上涨15%。

达哥觉得，对于苹果加价
的消息，到底是不是利好，很难
说；对于苹果产业链来说能带
来多少收益，也很难说。消息只
是导火索，借利好消息为由，行
低位补涨之实。可能就是之前
跌得太狠，股价位置低，资金没
地方去，趁机做一波。

前几天是半导体，昨天又
轮动到了消费电子等板块，整
个科技题材要提高关注度，观
察是否能够形成以点带面的扩
散效果。

综合盘面，达哥觉得要点
主要有以下几个：

首先，上证指数大涨，为市
场进一步走好奠定了基础，但
仍不能定性进入上涨趋势了。
指数的量价不错，温和放量而
不是爆量，说明散户追进的不
多，所以是比较健康的量能，说
明多头有发力但消耗的做多动
能还不多，后市还有进一步上
涨的动能。

其次，要注意市场风格的
转变。小盘股已经活跃多日，从
中证1000指数来看，如果接下
来放不出力度，要注意背离风
险。大盘股被压制了很长时间，
不排除其会在近期表现出持续
性，要小心这种风格切换对于
小盘股带来的抽血效应。

另外，从热点板块来看，之
前是新能源，最近是半导体引
领的科技股，昨天又来了大金
融板块，有一种“三国杀”的味
道。考虑到在当前的市场量能
下，全面牛市不太现实，仍然是
局部性的结构行情，这就意味
着新方向的走强是以牺牲一些
旧方向为代价的。因此，对于高
位的热点板块，要定好止盈位
和止损位。

最后，要注意操作节奏。爆
量的品种确实需要关注，但不
适合追涨，可以去关注温和放
量的品种。一般来说，权重板块
拉升的时候，个股轮换会比较
快，所以要注意板块内的轮动
节奏。整体来说，昨天如期放量
上攻，中线趋势已有好转迹象，
对于位置不高的持仓股，不要
频繁换股了。

（张道达）

从2017年首次递交上市申请材
料至今，历时五年，老牌影业巨头博
纳影业终于要登陆A股市场。

8月9日，博纳影业正式开启申
购，拟登陆深交所主板上市。据发行
公告，博纳影业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
数约2.75亿股。发行价格为5.03元/
股。8月10日，博纳影业发布了IPO网
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网上中签
率为0.0899%。

从美股到A股 一波三折

成立于2003年的博纳影业，是国
内首家从事电影发行业务的民营企
业，目前累计出品影片超过250部，包
括《龙门飞甲》《桃姐》《湄公河行动》
等，累计票房超过600亿元。

早在2010年9月，博纳影业便在
美国纳斯达克挂牌上市，成为“首家
在美上市的中国影视企业”。但上市
首日股价即遭破发，首日收盘博纳影
业股价较发行价下跌22.59%。

之后，股价表现也不尽如人意。
博纳影业创始人于冬在接受第一财
经采访时表示，在美上市五年，博纳
一共只融到将近1亿美元。

2016年4月，博纳影业完成私有

化交易，从美股退市。退市后，博纳影
业先后进行了两轮融资，为其在A股
上市做准备。2016年12月，博纳影业
引入了中植企业集团、招银国际、阿
里影业、腾讯、中信证券等，融资25亿
元；次年3月，又引入了万达电影与一
众明星股东，包括张涵予、黄晓明、章
子怡、陈宝国、韩寒等，融资10亿元。

融资完成后，博纳影业2017年9
月首次向深交所提交上市申请，但瑞
华会计师事务所造假风波爆发，IPO
被暂停。2020年8月，博纳影业再次向
深交所递交招股书，2020年11月首发
过会，2022年7月28日拿到上市批文。

连续两年业绩靠《长津湖》

博纳影业的主营业务包括电影
投资、发行、院线和影院业务。

博纳影业2019年-2021年营收分
别为31.16亿元、16.09亿元、31.24亿
元；利润总额分别为4.32亿元、2.16亿
元、5.07亿元；扣非后净利分别为1.76
亿元、1.26亿元、3亿元。

2022年上半年，博纳影业营收
14.73亿元，较上年同期的8.1亿元增
长81.89%；利润总额为3.1亿元，较上
年同期的4113万元增长655.53%。博

纳影业称上半年业绩增长较多得益
于影片《长津湖之水门桥》的上映，该
电影共取得40.6亿元票房。

值得一提的是，2021年博纳影业
的业绩增长也与《长津湖》电影有关。
在2021年国庆档上映的《长津湖》，取
得57.75亿元票房。博纳影业因该影片
获得收入达到10.14亿元，推动当年营
收同比增长94%。

偿债压力大 市值缩水5成

从招股书中可以看出，博纳影业
的资产负债率高于可比上市公司平
均水平。2019年-2021年，博纳影业资
产负债率分别为56.01％、51.97％和
64.04％。同行可比公司的资产负债率
平均值为34.81％、37.35％、44.30％。

另一方面，报告期内，博纳影业

短期借款分别为9.13亿元、9.53亿元、
10.14亿元，长期借款分别为14.05亿
元、13.05亿元、17.21亿元；利息费用
分别为1.53亿元、1.21亿元、2.32万元。
也就是说，博纳每年需支付大额利息
费，一定程度上面临较大偿债压力。

红星资本局注意到，此次在深交
所主板上市，博纳影业的发行价为
5.03元/股，发行后总股本为13.75亿
股，对应总市值约为69.14亿元。与
2017年5月融资结束后的150亿元估
值相比，缩水5成。

博纳影业此次预计募集资金13.8
亿元，扣除发行费后预计募集资金净
额为12.4亿元，将用于投资博纳电影
项目以及博纳电影院项目。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俞瑶 强亚铣

小鹏P7快速驶来
径直撞上前车

视频内容显示，在
宁波某高架桥路段，一
辆车停在最左侧车道，
车主疑似正在后备厢
处进行作业，而后一辆
小鹏P7快速驶来，在没
有减速的情况下径直
撞上前车，站在车尾的
人直接被抛向空中然
后重重落下。

据南方都市报报
道，网传信息显示，该小
鹏P7车主在高架桥上
开启了LCC（车道居中
辅助）功能，时速符合高
架桥限速要求的80km/
h。该小鹏P7车主称，他
在行驶中突遇道路前
方车辆故障抛锚，车主
站在故障车辆后，但辅
助驾驶功能“没识别
到”，也“没有预警”，他

“又刚好分神”，导致其
驾驶的车辆撞上前车
及前车车主。

据 网 传 聊 天 记
录，该小鹏P7驾驶员
称，以前有预警的提
示系统在当时“完全
没识别”，该聊天记录
中还说“千万别相信
辅助驾驶了”。

车主犯困开了LCC
称事发时车辆未预警

昨日，有负责该路段
的宁波奉化交警大队事故
处理中队工作人员在接受媒
体采访时表示：“事故发生
后已传唤肇事车主，暂不
能确认事故是否为LCC
辅助驾驶功能造成。”

据科创板日报报道，
多位业内人表示，不排除
系统没有检测到前方出现
路障的可能。

昨日下午，成都商
报-红星新闻记者联系到
肇事车主王先生。王先生
说，自己买小鹏P7已经一
年了。关于网传聊天记录
提到，他事发时分神，王先
生告诉成都商报-红星新
闻记者，当时确实是分神
了，“本来就感觉有点困
了，才开这个辅助驾驶
（LCC）。因为相对会比较
安全。（小鹏P7）其实带自
动刹车，前面如果有障碍
物的话。（但事发时）预警
也没有，（自动）刹车也没
有。笔录已经录好了，下一
步就要定责。”

王先生称，从交警处
得知，被撞车辆是路政施
工车辆，事发时正好停在
路中间。

18天14板后停牌核查
“妖股”跨界锂业被问询

券商股大涨
大行情来了吗

小鹏P7目前综合补贴后全国建议零售价格为23.99
万-42.99万元，据乘联会发布的数据，该车型今年7月共
销售6397辆，1月-7月累计销量为41807辆，是今年小鹏
汽车旗下销量最高的车型。

公开资料显示，小鹏汽车的辅助驾驶XPILOT包括
车道居中辅助（LCC）、自适应巡航（ACC）和自动变道辅
助（ALC）等功能。其中，LCC主要通过挡风玻璃上的摄像
头对路上车道线进行检测，辅助控制方向盘，使车辆保持
在两条车道线中间行驶。

这些情况都不能识别
车主需立即接管车辆

在小鹏汽车车主首次使用辅助驾驶系统时，小鹏汽
车的操作界面有一个强制的考试答题环节，其中就对
ACC+LCC系统的无法识别的使用场景进行标注。其
中，对于低速或静止的工程车/清扫车、横停的事故车、
拥堵或等红灯的车辆、大石块、三脚架、凸出的隔离带或
者水泥墩等，小鹏汽车ACC+LCC系统均不能识别，需
要车主立即接管车辆。

理想汽车创始人、董事长、CEO李想曾表示：“目前
摄像头+毫米波雷达的组合像青蛙的眼睛，对于动态物
体判断还好，对于非标准的静态物体几乎无能。视觉在
这个层面的进展几乎停滞，哪怕是动态，车辆以外的识
别率也低于80％，千万别真当自动驾驶来使用。”

今年4月，也有一辆小鹏P7发生了类似的事故。彼
时，小鹏汽车车主邓先生发布视频维权称，在国道上开
启辅助驾驶系统行驶十几公里后，前方道路出现一辆侧
翻车辆，自己驾驶的小鹏P7没有任何报警和减速，径直
撞了上去。在发现异常后车主紧急踩刹车，但汽车没有
任何反应。车主提供的行车记录仪显示，车辆撞击前加
速度数值有上升现象。

针对该起事故，小鹏汽车方面回应称：“经查，3月13
日，车主邓先生驾驶小鹏P7于当地高速路段与前方横停
的侧翻车辆发生碰撞，事故未导致人受伤。事故发生后，
通过后台碰撞监测，我司客服人员一时间致电客户询问
情况，并给予协助指引。初步判断为车主在使ACC+
LCC过程中，没有保持对车辆前方环境的观察并及时接
管车辆所致。经当地交警部门调查判定后，结论亦符合
上述情况。”

“在此，我们需要再次提醒广大驾驶员，使用辅助驾
驶系统过程中，需保持对车辆周围环境观察，遵循用户
手册中相关功能的使用指引，确保行驶安全。”小鹏汽车
方面表示。

汽车工程师：
辅助驾驶

不是真正的自动驾驶
近年来，智能汽车的智驾功能快速迭代，但仍未达到

完全自动驾驶阶段，仍需要驾驶员实时观察周围环境，并
随时接管车辆。此前，也曾有车企因对自动驾驶和辅助驾
驶的宣传有误导性而受到指责。

有观点称，当前智能汽车的辅助驾驶功能尚未成熟，
车主驾车时不能心存侥幸，应时刻关注路况。而对车企而
言，其不仅要避免辅助驾驶功能宣传的误导性，还应在辅
助驾驶功能上加强技术攻关，保证车辆和人员的安全。

就此次事故来看，有汽车工程师分析表示，“辅助驾驶
不是真正的自动驾驶。这就涉及，厂商在出售车辆时，是否
有明确告知用户具体的使用细则、标准以及相关风险。”

“面对安全这种人命关天的事情，冗余和多传感器
融合是科技演进的必然。辅助驾驶不是真正的自动驾
驶，辅助驾驶是有条件的。如果不能被谨慎地正确使用，
则宁可不用。不要矫枉过正，需要用长远眼光理智地看
待新科技的演进。”有自动驾驶领域资深从业人士说。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张倩
综合央广网、科创板日报、每日经济新闻

五年长跑，博纳影业圆梦A股
章子怡等明星股东云集，市值较5年前缩水一半

小
鹏
汽
车
的
考
试
答
题
环
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