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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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廖庆丰 美编 帅健宏

财经
2022年8月13日 星期六

07

中国人民银行8月12日发
布公告称，近日，人民银行、银
保监会联合发布《关于保险公
司发行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有
关事项的通知》，明确保险公司
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的核心要
素、发行管理等规定，通知自
2022年9月9日起实施。

通知提到，保险公司发行
的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应当含
有减记或转股条款，当触发事
件发生时，无固定期限资本债
券应当实施减记或转股。保险
公司减记和转股的触发事件包
括持续经营触发事件和无法生
存触发事件。持续经营触发事
件是指保险公司的核心偿付能
力充足率低于30%。无法生存
触发事件是指银保监会认为若
不进行减记或转股，保险公司
将无法生存；或相关部门认定

若不进行公共部门注资或提供
同等效力的支持，保险公司将
无法生存。

人民银行表示，推动保险
公司发行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
是进一步拓宽保险公司资本补
充渠道、提高保险公司核心偿
付能力充足水平的重要举措，
有利于增强保险公司风险防范
化解和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也
有利于进一步丰富金融市场产
品，优化金融体系结构。

下一步，人民银行、银保监
会将稳妥有序组织保险公司无
固定期限资本债券的发行，持
续强化信息披露要求，切实维
护投资者权益，同时持续加强
对保险公司融资行为的监督管
理，提升保险公司防范金融风
险、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

据新华社

央行、银保监会明确
保险公司无固定期限资本债券相关规定

红星资本局8月12日消息，
华为在官网发布了2022年上半
年经营业绩，并称整体经营结
果符合预期。

今年上半年，华为实现销售
收入3016亿元，净利润率5.0%。
其中，运营商业务收入为1427亿
元，企业业务收入为547亿元，终
端业务收入为1013亿元。

红星资本局注意到，在
2021年上半年，华为的销售收

入为3204亿元，与2022年上半
年销售收入几乎持平，但当时
的净利润率为9.8%。

华为轮值董事长胡厚崑表
示：“尽管终端业务受到较大影
响，ICT基础设施业务仍保持
了稳定增长。我们将积极抓住
数字化和低碳化发展趋势，通
过为客户及伙伴创造价值，实
现有质量的发展。”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杨佩雯

华为上半年销售收入3016亿元
与去年几乎持平，净利润率下滑

昨日早间，#爱马仕新款自行车
售价16.5万# 消息冲上热搜。据爱马
仕官方客服表示，此款价值6位数的自
行车目前在上海线下门店均已售罄。

对此消息，有不少网友表示，“有
钱任性！16万多，一台低配雅阁没
了。”也有人调侃，“两轮比四轮还贵！
自行车刺客……”

爱马仕新款自行车售价16.5万
上海线下门店均已售罄

近日，爱马仕在其官方商城上架
了一款自行车，售价为16.5万元。据爱
马仕官方客服表示，此款价值6位数的
自行车目前在上海线下门店均已售罄。

根据官网信息显示，这款自行车
长154.6厘米、宽58厘米，重量14千
克。此款机械单车，采用白蜡木、铝和
Spad皮革打造，把手及坐垫支架处配
有车灯，前侧饰有系列标识上釉徽
章，坐垫处饰有“Hermes Paris”烫印
字样，单车前后装配有车篮子，支持4
档速度调节。产品细节介绍称，该车
座位可调节高度以适应不同身高的
使用者。设计灵感源自日式便携单
车，该车为法国制造。

这还没完，在爱马仕官网，还推
荐了包括凉鞋（6900元）、H-Tag手机

保护壳（12350元）和Calvi Duo卡包
（4350元）来与这款自行车搭配。

对于这一新品，有网友表示，“两
个轮子，确实是可以骑的一款自行
车”“16万多，一台低配雅阁没了”“在
路上和别人‘撞同款’的可能性不高”

“不能折叠感觉不是很值啊”。也有网
友称，感觉只比之前的款式多了两个
车筐，就贵了好几千。

据悉，在今年7月份，爱马仕就推
出过木制车架的Odyssee Terre自行

车，当时售价为23600美元（约合15.8
万人民币）。与新款相比，缺少了前后
的车篮子。

各大奢侈品牌
纷纷推出高价自行车

其实，各路奢侈品牌早在自行车
领域“摩拳擦掌”。早在2013年，爱马
仕曾推出过两款名为“Le Flneur”和

“Le Flneur sportif ”的城市运动自行
车，售价约合7万元。

值得一提的是，LV、Chanel、古
驰等奢侈品等曾出过限量版自行车。
2008年“时尚大帝”Karl Lagerfeld设
计了“纯手工制作”全黑色香奈儿自
行车。皮革部分采用经典的菱格图案
和双C标记，价格为12150欧元（约
121500元人民币）。

2008年，为庆祝北京奥运会，古
驰推出了“8-8-2008”限量系列红色
皮革装饰自行车，售价3420美元（约
21800元人民币）。

如今随着环保节能概念深入人
心，更多的大品牌开始关注自行车这
种略显过时的代步工具，各路奢侈品
厂商纷纷推出一辆辆奢华堪比轿车
的自行车。

中国自行车运动协会数据显示，
目前全国有1亿多人经常性骑行，或
把自行车作为代步工具，有近千万人
参与自行车运动。

今年高端自行车进口增幅比较
明显。据杭州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
浙江省自行车进口额239.5万元，同
比增长了1.3倍，均价更是上涨了6.9
倍，去年均价为908元/辆的进口自行
车，今年涨到了6269.5元/辆。

据中国基金报、北京商报、每日
经济新闻等

日前，有博主上传了一张
百度（09888.HK）“萝卜快跑”
无人出租车的车祸照片。照片
显示，萝卜快跑无人车的后部
遭到撞击，有车轮脱落，车损较
为严重。地上还有另一辆事故
车带有车牌的前保险杠。

8月12日，百度萝卜运力向
红星资本局回应称：“网上流传
的萝卜运力测试车辆与社会车
辆发生交通事故的照片，为8月
10日萝卜运力车辆在正常测试

过程中，被后方车辆追尾导致的
交通事故，无人员伤亡。事故发
生后，萝卜运力已经第一时间上
报给相关部门备案、处置。”

“萝卜快跑”是百度Apollo
于2021年8月发布的自动驾驶出
行服务平台，目前已在部分地区
推出自动驾驶付费出行服务，以
里程和时长作为计费单位，起步
价16元，里程单价1公里2.8元。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
者 吴丹若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22214期开奖结果：822，直
选：6614注，每注奖金1040元；组选3：11517注，每注奖金
346元。（43378294.19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22214期开奖结果：82227，
一等奖52注，每注奖金10万元。（364460613.70元奖金滚
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7星彩第22092期开奖结果：
878375+4，一等奖：2注，每注奖金500万元；二等奖：27
注，每注奖金212065元；三等奖：69注，每注奖金3000
元。（291887408.72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体
彩

中国福利彩票福彩3D第2022214期开奖结果：282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第2022092期全国开奖结

果：02 05 11 14 17 24 25，特别号码：06
（以上所有开奖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兑彩票

福
彩

足
彩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胜平负第22087期：30303013331113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胜平负任选9场（四川）第22087期：
30303013331113（以上奖期兑奖截止日为2022年10月11日)

百度“萝卜快跑”无人出租车出车祸
回应：被后车追尾，无人员伤亡

催 生 多 只 翻 倍 牛 股 行 业 大 牌 持 续 布 局
据了解，天然钻石由单一元素碳组成，是目前地球上

已知矿物中最硬的物质，因为超出多数宝石的折射率在毛
坯状态下看起来也会更加闪亮。

从钻石的这些化学、物理和光学性质来看，在实验室
几周就能合成的培育钻石跟至少需要数百万年才能形成
的天然钻石几乎找不到任何差异，需要珠宝鉴定权威机构
的专业仪器才能检测出来。

但有一点天然钻石还暂时占领上风，那就是克拉重量。
截至目前经过鉴定的世界最大培育钻石毛坯为30.18克拉，而
自然形成的最大钻石毛坯则是它的100多倍，达到3107克拉。

培育钻石不是假钻石，在行业内也不能完全跟“天然钻
石”划等号，但培育钻石这个产业正在崛起已经成为事实。

培
育
钻
是
假
钻
石
吗
？

■ 经常有人说
钻石是智商税，但真
到结婚那一天，钻戒
依然能跻身婚礼刚
需产品的前列。

■ 经过数十年
的商业熏陶，“钻石恒
久远，一颗永流传”
的广告语深入人心，
但因造价的高昂，并
不是所有人都能将
几克拉的天然钻石轻
松收入囊中。于是颜
色、净度等各方面与
天然钻石别无二致，
价格却只有天然钻石
30%左右的培育钻
石问世，迅速吸引了
年轻消费者与资本市
场投资者的目光。

■ 自2021年下
半年以来，培育钻石
板块也诞生了多只翻
倍牛股。8月12日，随
着板块相关股票再次
走高，力量钻石、四方
达、中兵红箭等刷新
历史新高纪录。截至
发稿，黄河旋风涨停，
力量钻石涨超7%。

培育钻石
是门

好生意吗

刚刚结束的七夕大促，把培育钻石
推向高潮。一名商家向记者表示，今年七
夕前后培育钻石格外受欢迎，为此门店
还延长了活动时间，7月份整体销量是6
月份的3倍左右。部分产品已经售罄，商
家正在调货。

对于培育钻石的火爆，本土培育钻
石品牌ANOTA创始人浦奕柳深有感触。
浦奕柳发现，今年珠宝类新生品牌销售
增长迅速，上半年销量比去年同期增长
了大概10-15倍。

记者走访部分培育钻石门店了解
到，和天然钻石一样，消费者购买培育钻

石，商家也可提供IGI证书（国际宝石学
院所颁发的证书），但证书上会明显标注
为“培育钻石”及其生长方式。

近年来，曾经视培育钻石为“眼中钉”的
天然钻石巨头也对培育钻石转换了态度。

2018年，戴比尔斯宣布将通过旗下
Lightbox开展培育钻石销售业务，但2015
年，戴比尔斯还启动了一项“真实是稀有
的、真实是钻石”推广项目，目的是抑制
培育钻石的发展。

同样，中国本土珠宝品牌也在近两
年开始试水培育钻石。2021年8月，老庙
黄金母公司豫园股份推出了培育钻石品

牌LUSANT露璨；2022年曼卡龙成立培
育钻石子品牌慕璨OWN SHINE；潮宏
基旗下子品牌VENTI也于2022年推出培
育钻石产品。

A股上市公司的半年报，也应证了行
业的景气度。力量钻石8月11日公布半年
报显示，上半年营业收入4.48亿元，同比
增长105.14%；归母净利润2.39亿元，同比
增长121.39%。

黄河旋风于近日披露的上半年业绩
预告显示，公司2022年半年度预计净利
润为7050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预计增
加4653.68万元，同比增长194.20%。

2018年后，品牌入局培育钻石的脚步
加快，也是在这一年，行业出现了转折点。
当年7月，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TC）正式
将培育钻石纳入钻石大类。同年，培育钻石
的相关技术实现了突破，零售价格大幅下
降。目前，根据成色不同，一克拉培育钻石
售价在1.5万-2万元左右不等。

据贝恩《2020年全球钻石行业报告》
显示，2016年，培育钻石成品零售价格约
为天然钻石成品的80%，2018年培育钻石
低成本量产技术突破后，培育钻石价格
显著下降，2020年，这一比例下降至35%。
河南某大型培育钻石厂商黄先生介绍，

培育钻石价格下降是由于六面顶压机设
备技术上的突破，国内培育钻石品牌主
要是采用HPHT（高温高压）技术，这项
技术90%都集中在中国河南，完全不受国
外垄断掌控。

“现在一克拉的培育钻石制造成本
大概在3000多元，但在2018年之前，制造
成本得高出10倍”，黄先生感慨道。

成本降低除了让培育钻石具备了高
性价比，也让一众新生品牌有了可观的
利润。“培育钻石的确是一个高利润的行
业”，某知名珠宝品牌相关负责人坦言，
对于零售端来说，净利润一般能达到

20%，毛利率能达到60%，供应链能力强
的企业还会更高。

高利润同样体现在上游产业。8月10
日，人造金刚石研发商力量钻石发布
2022年半年度报告显示，培育钻石业务
已成公司第一收入来源，毛利率高达
83.44%。

培育钻石品牌的盈利能力也吸引来
了资本的目光。2021年底，培育钻石品牌
LightMark小白光完成Pre-A轮融资，融
资金额为1.3亿元人民币。2022年8月，本
土培育钻石珠宝首饰品牌ANOTA完成
种子轮融资，由梅花创投独家投资。

虽然培育钻石是销量不断增长且高
利润的行业，但也并非“高枕无忧”。据国
泰君安2022年报告显示，美国占全球培
育钻石终端消费市场的80%，但中国还处
于消费者教育阶段。

缔凡钻石公司副总杨帆认为，培育
钻石的发展需要对消费者进行持续的市
场教育，但这需要强有力的门店网络支

撑。单纯靠新晋品牌的营销，则很难带动
整个市场。他进一步指出，培育钻石是一
个完全新的品类，只有进入的品牌或者
门店网络足够多，才能形成对市场的推
动效应。否则，由于门店过少，大量的广
告宣传无法引导消费者到门店去，会导
致商业模式的不可持续。

在北京太谷科技联合创始人邹博看来，

培育钻石未来的发展瓶颈主要在于供应链
的良性整合，而非打价格战导致的内卷。

中泰资本董事王冬伟表示，培育钻
石可以让对钻石有需求但预算不足的消
费者有更多选择空间。但这个市场未来
也会逐步透明化，竞争加剧。因此毛利率
也会逐年降低，但销售额则很可能会持
续增长。 综合北京商报、证券时报等

爱马仕推出新款自行车
上海线下门店均已售罄万一辆

培育钻石市场火爆大牌入局

零售端毛利率达60%高利润

中国还处于消费者教育阶段待发展

上海的Diamond foundry培育钻石专卖店 图据视觉中国

爱马仕新款自行车 图据爱马仕官网

证监会有关部门负责人12
日答记者问。

问：最近，个别中国企业宣
布启动自美退市，证监会有何
看法？

答：我们注意到了有关情
况。上市和退市都属于资本市
场常态。根据相关企业公告信
息，这些企业在美国上市以来
严格遵守美国资本市场规则和
监管要求，作出退市选择是出

于自身商业考虑。这些企业都
在多地上市，在美上市的证券
占比很小，目前的退市计划不
影响企业继续利用境内外资本
市场融资发展。

中国证监会尊重企业根据
自身实际情况、按照境外上市
地规则作出的决定。我们将
与境外有关监管机构保持沟
通，共同维护企业和投资者合
法权益。 据新华社

个别中国企业宣布启动自美退市
证监会：退市计划不影响企业

继续利用境内外资本市场融资发展

中国人民银行12日发布的
金融统计数据显示，7月份我国
人民币贷款增加6790亿元。

央行数据显示，7月末，我
国人民币贷款余额207.03万亿
元，同比增长11%，增速分别比
上月末和上年同期低0.2个和
1.3个百分点。1至7月，人民币
贷款累计增加14.35万亿元，同
比多增5150亿元。

分部门看，7月份，我国住
户贷款增加1217亿元；企（事）
业单位贷款增加2877亿元，其
中中长期贷款增加3459亿元。

在货币供应方面，7月末，
我 国 广 义 货 币（M2）余 额

257.81万亿元，同比增长12%，
增速分别比上月末和上年同期
高0.6个和3.7个百分点；狭义货
币（M1）余额66.18万亿元，同
比增长6.7%，增速分别比上月
末和上年同期高0.9个和1.8个
百分点。

另外，7月份我国人民币存
款增加447亿元，同比多增1.18
万亿元。

同日发布的社会融资数据
显示，7月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增
量为7561亿元，比上年同期少
3191亿元；7月末社会融资规模
存量为334.9万亿元，同比增长
10.7%。 据新华社

7月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6790亿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