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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券报》26日刊发文章《知
名基金经理隐形重仓股浮出水面》。
文章称，睿远基金、中庚基金、汇丰晋
信基金旗下基金半年报相继披露，傅
鹏博、赵枫、丘栋荣、陆彬等知名基金
经理的隐形重仓股浮出水面。从具体
持仓来看，赵枫、丘栋荣两人不约而
同抄底港股。展望后市，多位基金经
理认为，权益市场仍有较多投资机会
值得挖掘。

从隐形重仓股来看，睿远基金傅
鹏博管理的睿远成长价值偏爱煤炭、
光伏、新能源以及医疗板块个股。睿
远成长价值的半年报显示，截至6月
30日，该基金持仓第11位至第20位的
隐形重仓股分别为先导智能、大族激
光、卫宁健康、新宙邦、三诺生物、思
摩尔国际、晋控煤业、金博股份、广和
通、广汇能源。与去年末的持仓组合
比较，两只煤炭股晋控煤业、广汇能
源新进该基金前二十大重仓股。

睿远基金另一位知名基金经理
赵枫管理的睿远均衡价值三年则着
重加仓港股。半年报显示，上半年睿
远均衡价值三年增持较多的五只股
票分别是碧桂园服务、宁德时代、美
团-W、东方财富、三一重工，其中两
只为港股。截至6月30日，该基金持
仓第11位至第20位的隐形重仓股分
别为思源电气、华润啤酒、三一重
工、宁波银行、舜宇光学科技、宏发
股份、威高股份、华峰化学、泰和新
材、广电计量。

中庚基金丘栋荣也用加仓的方
式表达了对港股的看好。基金半年报
显示，中庚价值领航在上半年买入
较多的五只股票均为港股，分别是
中国宏桥、美团-W、中国海洋石油、
中国海外发展、快手-W。丘栋荣表
示，上半年，港股估值处于绝对底部，
存在系统性机会，因此提升港股配置
比例至上限。

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庚价值领航
持有人结构中，机构占比持续提升。
通联数据显示，截至6月30日，该基金
的机构持有比例为61.56%、个人持有
比 例 为 38.44% ，相 比 去 年 同 期 的
50.12%和49.88%，该基金明显受到机
构投资者青睐。

汇丰晋信基金陆彬则在上半年
抄底医药板块，凯莱英、药明康德等
医药白马股成为其新进重仓的个股。
基金半年报显示，截至6月30日，陆彬
管理的汇丰晋信动态策略持仓第11
位至第20位的隐形重仓股分别是杭
可科技、完美世界、艾为电子、凯莱
英、四维图新、药明康德、恒逸石化、
东方通、用友网络、中望软件。

展望后市，多位知名基金经理表
示，经济基本面将保持较强韧性，权
益市场仍有较多投资机会可以挖掘。

傅鹏博在半年报中表示，将全面
考察备选公司的中长期成长能力、竞
争的壁垒和优势等要素，利用各种估
值工具评估公司的估值水平。半年报
披露后，将继续发掘投资机会，特别
是经营依旧具备韧性的公司，尽力控
制好净值的波动。

陆彬则依旧看好成长股。他表
示，优质的成长行业和公司层出不
穷，未来几年有望实现较快的复合
增速，这一大趋势并不会随着短期
资本市场的波动而改变。经过中观
行业比较和自下而上个股研究，当
前不少成长行业和公司估值因为市
场下跌或者业绩增长，已经具备较大
的投资吸引力。 据新华财经

半年报相继披露

知名基金经理
隐形重仓股浮出水面

中国证监会26日宣布，中国证监
会、财政部与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督
委员会（PCAOB）签署审计监管合作
协议，将于近期启动相关合作事项。
这标志着中美双方监管机构为解决
审计监管合作这一共同关切问题迈
出了重要一步。

依法推进跨境审计监管合作，在遵
守双方法律前提下实现各自监管需要，
对于提高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质量、保护
投资者合法权益具有积极意义，也有助
于为企业依法依规开展跨境上市活动
营造良好的监管环境。依法推进跨境审
计监管合作，维护企业境外上市渠道畅
通，对于两国资本市场、上市公司和全
球投资者有利，是多赢的选择。

中国证监会有关负责人就签署
中美审计监管合作协议答记者问，中
美审计监管合作协议的签署标志着
双方通过加强合作解决中概股审计
监管问题迈出了关键一步，符合市场
的期盼和预期。下一步双方将根据合
作协议对相关会计师事务所合作开
展日常检查与调查活动，并对合作效
果作出客观评估。如果后续合作可以
满足各自监管需求，则有望解决中概
股审计监管问题，从而避免自美被动
退市。我们期待与美方监管部门以专
业务实的态度积极推进合作，共同努
力实现积极的成果。

综合新华社 证监会官网

自从腾讯幻核倒下后，数字藏品行
业似乎出现了多米诺骨牌效应。

曾经狂热的收藏者们变得谨慎，不再
轻易相信数字藏品会带来溢价，他们现在
只想要回自己砸在数字藏品上的钱。

红星资本局注意到，以Artverse平台
为例，在腾讯幻核倒下后，有该平台的用
户提出了承诺权益未兑现等理由，希望
Artverse能像幻核一样退钱。

不过，平台方以“正常运营中”为由
无视了这些诉求，Artverse平台的活动官
告诉红星资本局，“Artverse一切正常。”

Artverse是一个可以发行数字藏品的
平台。在今年4月上线之初，Artverse的宣
传重点之一是：这一平台是基于腾讯旗
下至信链的技术。

有腾讯这样的互联网大厂背书，
Artverse平台显得相对可靠，刘女士（化
名）前后投入1.2万元，购入了上百件数字
藏品，包括《清明上河图动态数字长卷》
系列。

需要说明的是，作为新兴行业，当前
没有明确政策规定数字藏品能否二次交
易，这一问题也尚未在业内形成共识。

有的平台直接开放衍生品市场，数字
藏品可以二次交易；也有平台仅开放转赠
功能，灰色市场就此诞生；还有平台锁死
了流通渠道。

红星资本局获悉，部分现在购入数
字藏品的收藏者，在等待二次交易开放
后待价而沽。

刘女士告诉红星资本局，对于二次
交易，Artverse平台的工作人员曾称跟着
国家政策走，腾讯旗下的数字藏品平台
（幻核）什么时候开放转赠等功能，Art-
verse平台也什么时候开放。

今年6月19日，在幻核尚未开放二次
交易的情况下，Artverse在官方公众号发
文称，转移功能（即转赠功能）已测试完
毕，将逐步为用户开放。

不过，到8月16日，幻核发公告称，自
当日起，幻核停止数字藏品发行，同时所
有通过其平台购买过数字藏品的用户可
自行选择继续持有或发起退款申请。

幻核倒下，惊起一众收藏者。
刘女士称，Artverse平台上线之初承

诺的权益至今未兑现，她希望Artverse平
台能像幻核平台一样退款。

有消费者评论称：“只要沾上
茅台二字，就有了被炒作的空间”。
所以不含茅台酒、80元一颗的天价
月饼，到底是谁在炒作？

8月25日，一位出售茅台月饼
的卖家卢女士（化名）告诉红星资本
局，她是茅台镇本地人，有家属在茅
台国际大酒店工作，能从酒店拿到
货。卢女士提到，往年茅台国际大酒
店的月饼就是给员工销售的，员工
卖出去可以拿到十几元的提成。

卢女士告诉红星资本局，今年
原价188元的玉虎迎月月饼礼盒，
在她这里要卖338元，而流心月饼
看情况可以卖到400-500元，但是
早已经卖断了货。

在谈话中，卢女士十分后悔没

有囤货，之前都是原价卖给别人，
没想到如今茅台月饼这么火。“（酒
店）从2017年就开始出月饼了，卖
了好几年了，我们都没想到今年会
那么火”，卢女士说。

卖家于女士则明确对红星资
本局表示，自己是茅台酒的经销
商，目前已经卖了3000盒，并且强
调保真：“我们是茅台酒的经销商，
怎么可能砸了自己的饭碗。”红星
资本局发现，于女士的社交网络账
号中标注着：售卖茅台系列酒、三
九、基酒等。还有卖家表示，自己是
从仁怀本地的商贸公司拿的货。

对于卢女士和于女士的说法，8
月25日，红星资本局致电贵州茅台
（600519.SH）官网上的公开电话，

截至发稿，暂未取得联系。而茅台国
际大酒店的工作人员则回应称，酒
店所售卖的茅台月饼一直都是全
员营销的模式，哪怕酒店的扫地大
姐都可以售卖，但酒店不允许炒作
月饼，不能加价卖，只能原价售卖。

值得一提的是，在巨大的利润
空间下，倒卖茅台月饼的产业链中
还出现了“串货”的现象。

在采访中，红星资本局发现，
有卖家售卖的茅台月饼从北京、杭
州等地发货，当红星资本局询问发
货地为何不是茅台镇时，对方又表
示“从库房发”。卢女士也告诉红星
资本局，有别的卖家宣称拿到了
2000盒月饼，来找她转卖，但她担
心是假货，就拒绝了。

6月30日，距离今年中秋节还
有两个月时，茅台国际大酒店宣布
推出两款月饼礼盒，每盒8粒月饼，
礼盒上均有茅台国际大酒店的logo
标志。其中，“流心月饼礼盒”售价
318元/盒，“玉虎迎月月饼礼盒”售
价188元/盒。从7月1日起开始售卖。

但红星资本局注意到，随着中秋
节临近，这两款“茅台月饼”却在网络
平台上被爆炒，价格翻了一倍不止。

8月25日，红星资本局在闲鱼、
小红书等平台搜索发现，有不少账
号正在售卖茅台月饼，标题中还含
有“月饼中的爱马仕”等字样。

一位闲鱼卖家告诉红星资本
局，茅台月饼十分紧俏，流心月饼礼
盒前两天就卖光了，最高时卖到了

700多元/盒，最低也要658元/盒。如
果按照一盒658元的价格计算，一粒
月饼高达80元。价格稍低的玉虎迎
月月饼礼盒，目前也要卖368元/盒。

就在红星资本局咨询价格时，
这位卖家表示，最后的玉虎迎月月
饼礼盒也卖光了，随后迅速下架了
闲鱼链接。

在小红书平台上，红星资本局
发现，也有不少高价茅台月饼正在
出售。卖家于女士（化名）报价称，

“流心月饼618元，玉虎月饼308
元”，并强调“是现货，从仁怀茅台
镇发货，当天就能发货。”据该卖家
所说，其已经卖了几千盒。

另外一位小红书卖家则对红
星资本局表示，如果要买，得尽快，

离中秋越近就越贵。
如果不想加价购买，消费者是

否还能买到原价茅台月饼吗？
8月25日，红星资本局致电茅

台国际大酒店，其工作人员表示，
茅台月饼从7月1日开始发售，线下
可以在茅台国际大酒店购买，线上
是在官方微信和官网上预售。紧接
着，该工作人员表示：“7月中旬就
已预售完了。”

值得一提的是，红星资本局从
上述卖家口中了解到，这两款被

“爆炒”的茅台月饼，其配料表中并
不含有任何茅台酒的成分。

“现在离中秋节还有十多天
了，茅台月饼可能还会涨价”，有卖
家对红星资本局说。

“月饼中的爱马仕”？价格还要涨？被爆炒

有酒店员工家属 还有自称茅台经销商的人谁在炒？

中美监管机构
签署合作协议

依法推进跨境审计监管合作■ 距离中秋节还有半个
月，茅台国际大酒店推出的“茅
台月饼”早已卖断了货，甚至在
网络平台上被炒出“天价”。

■ 红星资本局发现，在二
手市场上，标价318元/盒的茅
台流心月饼礼盒，有黄牛最高
卖700多元/盒。而价格稍低的
玉虎迎月月饼礼盒，目前价格
也翻了一倍。还有卖家向红星
资本局表示，现在离中秋节还
有十多天，茅台月饼可能还会
涨价。

■“只要沾上茅台二字，
就有了被炒作的空间”，有消费
者评论称。从2017年开始推出
的茅台月饼，为何今年突然被
“爆炒”？到底是谁在炒作茅台
月饼？

■ 红星资本局在采访中
发现，其中不乏茅台国际大酒
店员工家属的身影，还有卖家
自称是茅台酒经销商。对此，8
月25日，红星资本局致电贵州
茅台（600519.SH）官网上的
公开电话，截至发稿，暂未取得
联系。

■ 8月24日晚间，针对目
前市场上出现部分商家加价销
售茅台月饼的现象，茅台国际
大酒店发布了声明。茅台大酒
店表示，自2017年起，酒店就
开始在中秋节前推出月饼。今
年推出了两款共计约10万盒，
目前均已售罄。针对目前市场
上出现部分商家加价销售茅台
大酒店月饼礼盒的行为，坚决
抵制，请广大消费者理性消费。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的
月饼市场有了新变化。6月，
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
息化部、商务部、国家市场
监管总局联合发布关于遏
制“天价”月饼、促进行业健
康发展的公告》，要求对单
价超过500元的盒装月饼实
行重点监管。

新规之下，500元以上
的“天价月饼”已经不见踪
影，电商平台上的月饼礼盒
标价最贵为499元。虽然茅
台国际大酒店的茅台月饼
标价均不超过500元，但二
手市场上，茅台流心月饼最
高时卖到了700多元/盒，远
远超过新规范围。

有业内人士表示，对于
这种“坐地起价”的行为，茅
台国际大酒店是否应该对市
场价格负责？只说到“坚决抵
制”，但如何抵制，有哪些措
施是否也该向市场说明？

红星资本局还发现，除
了黄牛，茅台国际大酒店或
也靠茅台月饼收入不少。

据新京报报道，茅台相
关负责人介绍，玉虎迎月共
推出69500盒，流心月饼共
推出30000盒。按照标价计
算，茅台国际大酒店卖月饼
的收入超过2200万元。

不仅如此，月饼品类的
毛利率一直较高。上市公司
广州酒家（603043.SH）和元
祖 股 份（603886.SH）在 月
饼、中西糕点礼盒产品上的
毛利率都超过50%。照此计
算，茅台国际大酒店月饼的
销售毛利或超过了千万元。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
者 强亚铣

重点监管
单价超过500元

盒装月饼

观察

谁在炒作
茅台月饼

从2017年开始推出的茅台月
饼，为何在今年突然被“爆炒”？

卢女士告诉红星资本局，或许
与此前茅台推出茅台冰淇淋有关。
今年5月，茅台冰淇淋面市，因含有
53°茅台酒而备受关注。一经推出

也被炒高，代购价格最高时翻了
三、四倍，一盒66元的冰淇淋一度
炒到200多元。茅台冰淇淋的爆火
带动了茅台周边产品的知名度，价
格自然也会上涨。

红星资本局注意到，在小红书

上，有博主发布测评茅台月饼的视
频，其中就提到曾测评过茅台冰淇
淋。不过，也有小红书博主在了解
到茅台月饼并不含茅台酒后，表示
很失望：“以为是茅台夹心才买的，
真是踩雷。”

茅台冰淇淋的爆火带动茅台周边产品知名度为何突然被爆炒？

承诺权益未兑现 数字藏品能退款吗？

茅台大酒店对此回应：坚决抵制加价销售行为

广东晟典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律
师黎永绿告诉红星资本局，数字藏品的收
藏者/消费者能否要求退款、数字藏品能
否适用七天无理由退款规定，目前在行业
内仍存在较大争议，而争议根源可能与数
字藏品目前尚未获得比较统一、明确的定
义相关。

黎永绿认为，一方面，数字藏品与相
关规定中提到的“在线下载或者消费者拆
封的数字化商品”“一经激活或者试用后
价值贬损较大的商品”类似，应该不属于
无理由退货的情形。

另一方面，黎永绿称，数字藏品不存在
线下实物商品验收与商品宣传效果不一致
的情形，也难以援引货不对板要求退款。

“不过，《网络购买商品七日无理由退
货暂行办法》第五条规定，鼓励网络商品
销售者作出比本办法更有利于消费者的
无理由退货承诺。因此如平台有作出无理
由退货的承诺，消费者可依据该承诺要求
退款。”黎永绿对红星资本局说。

对于收藏者/消费者们认为平台未兑

现承诺收益等作为退款理由，来自广东晟
典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朱浩嘉认为，这一问
题应就承诺内容是否属于平台主义务进
行分析。（主义务，是指合同关系中固有
的、必备的、自始确定的、能够决定合同类
型的基本义务）

朱浩嘉称，在数字藏品交易中，收藏
者/消费者能否以未达到权益承诺、未开
放转赠功能要求平台退款，关键在于平台
是否将该权益作为主要销售亮点或者功
能介绍，如果是，则可以据此要求退款。

另外，黎永绿告诉红星资本局，数字
藏品的法律性质、交易方式及监管方式亟
需得到明确，数字藏品消费者的知情权、
选择权和公平交易权亟需得到更多保障。

“目前的数字藏品骗局多发，如果根
本未通过合法渠道、区块链识别码、匹配
产权认证等方式确定产品，仅以数字藏品
为幌子骗取财物或非法吸收资金的，可能
涉嫌刑事诈骗或者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非
法经营犯罪。”黎永绿对红星资本局说。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杨佩雯

数字藏品的法律性质和监管方式亟需明确

电商平台上的月饼礼盒最
贵不超500元，截图自淘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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