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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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期两种演绎方式
看好一个方向

8 月 15 日晚，理想汽车（02015.HK/LI.US）公布
2022年二季度财务业绩，成为第一家递交成绩单的造
车新势力。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87.3亿元，同
比增长73.3%，环比减少8.7%；净亏损6.4亿元，同比扩
大172.2%，创下上市后新高。

理想汽车是造车新势力中距离盈利最近的一家。
2021年第四季度，理想汽车实现了2.96亿元的盈利，
今年一季度仅亏损1090万元。

二季度车卖少了 收入下降、成本增加

二季度理想汽车的汽车销售收入为84.8亿元，同
比增加73%，环比减少8.9%。同期理想汽车的交付量为
28687辆，比一季度的31716辆减少了9.6%。汽车销售
的毛利率也从2022年第一季度的22.4%下降至21.2%。

汽车销售收入下滑的同时，理想汽车的各项成本
支出在快速增长。

二季度的营业费用为28.6亿元，同比增加91.9%，
环比增加 10.9%；研发费用为 15.3 亿元，同比增加
134.4%，环比增加 11.5%；销售、一般及管理费用为
13.3亿元，同比增长58.6%，环比增长10.2%。

理想汽车对此解释称，主要是由于员工薪酬与公
司销售网络扩张相关的租赁费用增加，以及未来推出
新车型的相关费用增加。

在二季度业绩会上，理想汽车CEO李想表示，理
想旗下第三款车型L8的发布节奏会很快，比L9上市
到交付更快。据悉，理想 L8 仍将是一款增程式电动
SUV。8月15日，李想在微博上表示：“等L8的现阶段
就别买ONE了”。

开源节流 香港总部要搬到更便宜的地方

理想汽车已着手开源节流。
开源方面，6月28日，理想汽车宣布计划增发不

超过 20 亿美元的美国存托凭证（ADS）。截至 8 月 15
日，募集资金总额达3.665亿美元。

节流方面，理想汽车将其在香港的主要营业地
点，从港岛核心商业区搬迁到租金更便宜的九龙。据
理想汽车港股公告，8月15日起，理想汽车主要营业
地点将由皇后大道东183号合和中心54楼迁往九龙
观塘道348号宏利广场5楼。

公开资料显示，前者目前的租金约为50港元/平
方尺，后者约为 36 港元/平方尺，在面积相同的情况
下，租金将降低28%。

理想汽车预计，三季度新车交付量将在2.7万-2.9
万辆之间，同比增长 7.5%-15.5%；收入总额预计在
89.6亿-95.6亿元，同比增长15.3%-22.9%，争取达到与
一季度持平的状况，但低于市场预期的140亿元。

平安证券分析师王德安表示，L9对理想ONE的替
代效应超预期，三季度交付和营收指引低于市场预期，
主要是由于理想ONE新增订单量放缓，部分购车预算
较为充足的用户在试驾理想ONE和L9后选择了L9。

按照此前公布的数据，自发布以来，理想L9确认
定购订单数量已超过3万，李想预计9月其交付量会
过万。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吴丹若

昨天的市场和前天很像，从日K线上看，都是几
乎平盘的状态，从走势上看也没怎么动，仍然是震荡
延续的格局。但个股的赚钱效应还是不错的，板块个
股上涨偏多。

盘面上仍然是老热点在单扛，赛道股热点在延
续，资金对它们的认可度还是很高的。不过也要看到，
市场单纯依靠新能源赛道，是带不动的。

光伏板块指数创下新高，从短期来看，后面可能会
上冲续写新高。但从昨天走势来看，有一点放量滞涨的
意思，后面可能还会有休整，短线不是好的切入点。

从市场短线个股的表现来看，情绪资金属于是各
自为战的状态，一部分前天反包的个股有情绪的溢
价，昨天继续涨，但也有一部分高标个股出现跳水回
落的情况。这说明整个市场环境对于短线并不友好，
要降低盈利预期。短线需要破局者。

地产股集体反攻，包括建筑建材也跟着反弹，可
以从政策的角度来解释，也可以从LPR利率预期下调
利好房地产的角度来解释。但是整体的市场主流资金
并不在这里，而且地产板块指数正处于复杂的震荡
中，高度只能看到箱体震荡的上沿，很难说有大机会。

新出的热点中，半导体和券商股没有怎么动，目
前新老热点几股力量在相互博弈和抵消。尾盘有部分
资金去回补了半导体和机器人，这种回补很具有迷惑
性，经常出现次日调整的状况，关键看 17 日如何表
现。半导体板块，整体来说属于健康调整，券商股主要
在于推升指数的作用。

综合盘面，达哥觉得要点主要有以下几个：
首先，上证指数冲高回落不属于变盘，只能算是

预演，对于短期的结构没有影响。
其次，上证指数的预演热身，很可能会演变成两

种走法。考虑到新能源赛道有相当大的权重，这两天
连续上涨之后，有休整的需求，这会对走势产生影响。

一种情况是上证指数变盘直接上冲，但这就需要
低位蓝筹的发力来抵消新能源赛道休整带来的压力
了。鉴于最近各板块之间的跷跷板效应，出现这种情
况是有可能的。

另一种是新能源赛道休整，但低位蓝筹没有衔接
上，这就意味着上证指数短线可能会出现向下的回
踩。目前看来，只要回踩不深，就没有多大的风险，反
而有可能是一个好的机会。

针对两种不同的情况，要做好应对。但只要指数的
状态不变，就不必变化仓位。切忌在横盘震荡上沿买入，
昨天的冲高回落就是警钟，指数如此，个股也是如此。

最后，要专注于专精特新题材的挖掘。板块轮动的节
奏确实难以把握，但你要说没有机会吗？恐怕也不是的。

专精特新的逻辑，达哥前几天就反复说过了。从
概念上说，机器人、TOPCon/HJT 电池、储能微逆变
器、风电轴承/精密零部件、光伏胶膜、能源数字化、半
导体设备材料等都在持续受到资金关注，这里面相当
多的个股属于专精特新概念，在受到资金关注的赛道
里，寻找机会即可。 （张道达）

60亿元铜精矿“失踪”
秦港股份回应

秦港股份称，8月1日前后，13家
货主总价值60亿元的30万吨铜精矿
被第三方刘宇无单运走。13家货主委
托中国秦皇岛外轮代理有限公司、秦
皇岛外代物流有限公司等两家货代
公司做报关、货物仓储等工作；货代
公司与公司签署港口作业合同。

秦港股份在公告中表示，经初步
核实：公安机关已对该事件进行立案
调查；公司未参与此项贸易纠纷，公
司亦未作为被告方进入诉讼程序；公
司作为港口企业提供港口作业服务，
与货代公司签订两方合同，根据货代
公司指令出入库，无义务进一步核实
实际货主身份并征得货主同意；货代
公司与公司所属同一控股股东河北
港口集团有限公司，但两货代公司与
本公司无股权关系，刘宇亦与公司无
关系。

对于秦港股份的澄清，市场似
乎并不买账。公告发出后，秦港股份
A股开盘一度跌停，随后股价缓慢回
升。截至收盘，跌幅为0.72%，收报
2.76元/股，总市值131.31亿元。

秦港股份股吧中也有投资者讨
论：“公司管理是否太混乱？”

随后，红星资本局致电秦港股
份，其证代部工作人员再次强调60
亿元铜精矿突然离奇“失踪”的事情
与公司无关：“公安机关已对该事件
进行立案调查，公司没有作为被告
方进入诉讼程序。”

除了秦港股份，市场对涉及其
中的13家货主公司也十分关注。有
市场消息称，秦皇岛港铜精矿离奇
失踪事件涉及的国企，包括江铜国

贸、万向资源、浙江物产、珠海华发、
厦门象屿等。

8月15日，红星资本局逐一致电
上述公司，只有浙江物产相关部门
回应称，没收到相关通知。截至发
稿，其他公司均未回复。

谁运走铜精矿
他为何要运走

秦港股份在公告中提到，13家
货主总价值60亿元的30万吨铜精矿
是被第三方刘宇无单运走，刘宇与
公司无关系。

据报道，多家货主也表示，上述
“失踪”的铜精矿，是被一名叫刘宇
的人及其关联方下达的放货指令转
走。刘宇实际控制的宁波和笙国际
贸易有限公司(下称“宁波和笙”)和
葫芦岛瑞升商贸有限公司(下称“葫
芦岛瑞升”)被指涉及其中。

刘宇是谁？据第一财经报道，一
位铜行业资深分析师透露，刘宇以前
是一家铜企的采购部领导，后来自己
出来单干，做铜精矿原料的贸易生
意。“刘宇在铜精矿市场做了大概八
九年的时间，目前在全国铜精矿贸易
市场的交易量名列前茅，名下公司年
贸易量在100万吨左右。”一位对刘宇
个人经历有所了解的行业人士透露。

天眼查APP显示，刘宇目前是
深圳瑞呈辰阳贸易有限公司等3家
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另在宁波亿铜
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等9家公司担
任股东，在葫芦岛东方铜业有限公
司等8家公司担任高管。

而被指涉及铜精矿失踪事件的
两家公司中，宁波和笙成立于2018
年, 公司位于浙江省宁波市，刘宇
持有宁波和笙30%的股份。葫芦岛瑞

升成立于2011年, 公司位于辽宁省
葫芦岛市，刘宇曾是该公司高管，但
在2018年已退出。值得一提的是，两
家都是从事批发业为主的企业。

刘宇为何能在没有货主指令的
情况下，运走30万吨铜精矿？

据报道，8月2日，货主、货代公
司、刘宇召开了三方质询会，刘宇承
认了宁波和笙和葫芦岛瑞升通过秦
皇岛外代物流，实施无货主指令提
取货物进行转卖的行为。8月15日，
红星资本局拨打上述公司公开电
话，截至发稿均无人接听。

刘宇为何要运走30万吨铜精矿？
一位货主则对第一财经透露：“在质
询会上，刘宇自称预判铜价会上涨，
于是在6月份投入了大笔资金进行单
边做多投资，但买入不久，铜价便大
幅下跌，最后被强行平仓、割肉，损失
惨重。所以这次提前转卖货物后，无
法再把货物填补回来，导致暴雷。”

红星资本局注意到，今年6月，
铜价的确出现罕见的暴跌行情。据
金投网数据，6月6日-7月15日，沪铜
主 力 从 73120 元/吨 跌 至 53400 元/
吨，短短一个多月时间，跌幅达27%。
据澎湃新闻7月17日报道，当时电缆
回收商刚回收的铜电缆可能还没运
到厂里，每吨价格就跌去了2000元。

对于刘宇的说法，多位货主都难
以认同，“我们请行业内专业人士测
算过，怎么亏也亏不出近30万吨货的
缺口。”根据货主反映，无单放货事件
暴露后，13家货主已向公安机关报
案，以合同诈骗罪立案并获得了受
理。货主希望公安机关和相关机构查
明真相，追查铜精矿的去向。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俞瑶

强亚铣

理想汽车季度亏损创新高
香港总部换到更便宜之地

万亿美团闪崩
腾讯否认清仓

跌超9%

价值60亿元铜精矿 为何在秦皇岛港“失踪”了

昨日午后，美团（03690.HK）股价突然跳
水，大跌超10%，盘中市值一度跌破1万亿港
元。值得一提的是，腾讯控股（00700.HK）也
一度跌超2.5%。

消息面上，此前有市场传闻称，腾讯计划
出售美团的全部或大部分股权。据澎湃新闻
报道，腾讯持有17%的美团股份，按8月15日
的美团市值计算，价值约1650亿元人民币。

随后，腾讯方面回应红星资本局称，不
评论传言。

昨日晚间，据每日经济新闻从接近腾讯
侧的消息人士处了解到，腾讯内部已辟谣，称
目前没有计划出售美团股份。

截至收盘，美团跌幅为 9.07%，报 164.5
港元/股，总市值1.02万亿港元。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俞瑶 强亚铣

16日，包括美团在内，港股腾讯
系股票均出现大跌。截至收盘，快手
(01024.HK)股价71.9港元，跌4.39%；
阅文集团(00772.HK)股价29.6港元，
跌7.06%；微盟集团(02013.HK)股价
3.6港元，跌15.49%。

但腾讯股价在股价短暂下跌后
便急速回升，至收盘，腾讯股价303
港元，涨0.87%，总市值2.91万亿。

去年腾讯将京东股票以分红方
式出售后，市场便有声音猜测腾讯会
否将其持有的美团、拼多多（PDD.
US）等股票也进行出售。

此次针对腾讯出售美团股票的
传闻，多位券商人士表示，该传闻如
果成真，更多是企业层面对投资领域

的判断与动作。
官方消息面上，昨日，发改委举

行8月新闻发布会提到要持续优化
营商环境，推动平台经济规范健康
持续发展，集中推出一批“绿灯”投
资案例。

一位关注港股的券商人士对记
者表示，未来“绿灯”投资案例或将聚
焦硬科技、芯片等前沿技术领域。为
顺应趋势，互联网企业会逐步减少在
平台经济方面的投入，回笼资金布局
符合国家政策方向的领域。

今年以来，腾讯已有多次减持动
作。2022年1月4日，腾讯小幅减持美
股上市公司Sea Limited股份，持股
比例将从21.3%降至18.7%。4月，林

芝腾讯通过大宗交易方式，以 9.75
元/股的价格减持步步高股份，套现
约8423万元。6月，腾讯两次减持新
东方在线股份，共套现7.19亿港元。8
月，腾讯通过大宗交易与参与转融通
证券出借的方式，合计减持华谊兄弟
8163.8 万股，占华谊兄弟总股本的
2.94%。

腾讯2022年一季度财报数据显
示，截至2022年3月31日，公司于上
市投资公司（不包括附属公司）的权
益公允价值为6060亿元。截至2021
年 12 月 31 日，该数据为 9828 亿。
2022 年第一季度，腾讯自由现金流
为 152 亿元，而这一数字在 2021 年
年底为335亿元。 据第一财经

关于美团/
过去一年美团股价高位达到约300港

元，目前股价较高位时已经跌去了45%。有
专家分析，鉴于美团在国内外卖市场的体
量，市场地位应该不会松动。

关于腾讯/
业内认为，未来“绿灯”投资案例或将聚焦在硬

科技、芯片等前沿技术领域。为顺应趋势，互联网
企业会逐步减少在平台经济方面的投入，回笼资
金布局符合国家政策方向的领域。

◀▶

美团
大跌后腾讯辟谣清仓 今年沈南鹏8次减持

8 月 16 日，市场传出腾讯或将
出售全部美团股票，对此腾讯集团
市场与公关部总经理张军进行了辟
谣。但受此传闻影响，美团港股午后
暴跌，截至收盘股价下跌 9.07%至
164港元，市值为1.02万亿港元。

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商学院数字
经济与金融创新研究中心联席主
任、研究员盘和林对第一财经记者
表示，美团万亿市值中腾讯持股达
17%，这个量级的抛售不可能悄无声
息地进行。另一方面，当前美团从腾
讯获得一些流量支持，没有腾讯其
流量来源会被压缩。但鉴于美团在
国内外卖市场的体量，市场地位应
该不会松动，但负面影响客观存在。

过去一年美团股价高位达到约
300港元，目前股价较高位时已经跌

去了45%。
4 月 28 日，根据市场监管总局

官网，市场监管总局发布了《网络市
场监管与服务示范区创建管理办法
（试行）》及其配套评估指标体系，以
促进平台经济、数字经济持续健康
发展。受此影响，4月29日美团股价
盘中一度上涨超14%。

今年以来美团多个股东对股票
进行了减持。根据港交所权益披露
信息，今年以来红杉中国的沈南鹏
在3月、4月、7月共8次减持美团股
票。沈南鹏今年首次减持在 3 月 31
日，当时减持了约2558万股股票，持
股比例下降到4.21%。4月27日沈南
鹏减持了超 4246 万股股票，为 8 次
减持中减持数量最多的一次。

沈南鹏几次减持对于美团影响

较小，在 4 月底沈南鹏连续减持后
美团股价在 5 月 4 日下滑 4.58%，随
后逐步回升。

截至目前，沈南鹏今年已经减
持了超 1 亿股美团股票，目前沈南
鹏的持股比例为2.69%。

对于沈南鹏减持原因，盘和林
认为美团在前几年短暂进入盈利之
后，由于各种原因重新回归亏损，亏
损原因包括疫情影响、劳动力成本
升高等。当前投资人的风险偏好降
低，资本市场对互联网企业的支持
力度在下降。沈南鹏对美团的减持，
一方面基于宏观，全球对科技股融
资的慷慨程度在下降，另一方面基
于美团尚未实现盈利。

除了沈南鹏，美团联合创始人王
慧文在今年4月也减持了74万股。

腾讯
今年多次减持动作 或将调整投资赛道

近日，存储在秦皇岛港总价值接近60
亿元铜精矿离奇“失踪”的消息，引发市场广
泛关注。

8月14日，第一财经报道称，13家公司
采购了多批铜精矿运到秦皇岛港，在没有货
主指令的情况下，近30万吨铜精矿竟然被
第三方运走。负责港口实际作业的秦港股份
(601326.SH)是否对货物失踪负有责任，引
起了货主方的质疑。

8月15日早间，秦港股份紧急发布澄清
公告，称公司关注到有媒体报道秦皇岛港铜
精矿违约事件，并表示未参与此项贸易纠
纷。随后，其证代部工作人员也回应红星资
本局称，铜精矿“失踪”事件与公司无关：“公
安机关已对该事件进行立案调查，公司没有
作为被告方进入诉讼程序。”

秦皇岛港集装箱码头 资料图 图据视觉中国

美团外卖小哥在送货 新华社图

昨日，美团股价跳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