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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星资本局9月6日消息，通
威股份（600438.SH）上调了电池
片产品的报价，相较上次报价（7
月25日），每片电池的单价上涨
0.01元到0.02元，涨幅在0.8%到
1.6%之间。

通威太阳能官网显示，单晶
PREC166电池报1.29元/W，相较
上次报价涨0.01元；182电池报1.31
元/W，涨0.01元；210电池报价1.30
元/W，涨0.02元。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杨佩雯

昨日，A股市场像样的反弹总
算是来了，虽说比预想的迟了一两
天，但迟到总比没有好。这是近一
个月上证指数少有的单边上扬拉
中阳线了，兄弟姐妹们应该都吃肉
喝汤了吧！

从昨日的盘面看，早盘竞价的
时候，其实上证指数就给出了积极
反馈，小幅高开0.25%站上5日均
线，连板的个股也有不错的表现，
但是由于宁德时代的跳水，拖累创
业板，导致其他指数上午前半部分
走得比较纠结，不过一番多空争斗
之后，市场最终还是选择了向上。

景气赛道方向，除了半导体表
现稍微弱一点，其他的板块表现都
不错，尤其是光伏的新技术方向，
TOPCON 电 池 、钙 钛 矿 电 池 和
HJT电池等全都大幅反弹。

国家能源局公布《光伏电站开
发建设管理办法（二次征求意见
稿）》。整体来看，比第一稿更灵活，
有助于电站运营节约成本、提升效
益，对光伏行业显然是利好。

这样一来，之前我对于赛道股
横向发展的担忧就消除了。不过，对
于赛道股的反弹，达哥目前只是看反
弹，而且离反弹的压力位也不远了。

可以看到，昨日赛道股的走
强，让市场明显活跃了很多，至少
不像之前那样死气沉沉了。至于新
能源的这波反弹，是否具有持续
性，没有答案。想要继续走强，先把
压力位过了再说。中证1000指数也
是和上面一样的思路。交易重要的
是应对。

环氧丙烷是昨日涨幅最大的
题材股，作为重要的基础化工原
料，在石油、化工、农药、纺织、日化
等行业得到广泛应用，表现好的原
因依旧是涨价导致的，8月初以来
从8000元/吨涨至10000元/吨。参
与这类板块的话，还是需要先手，
后手的话难度就大了。

至于达哥之前还提到的港口
航运、种植业与林业、物流、煤炭等
这类板块，走势结构都没有被破
坏，仍处于正常的节奏中，多多少
少具有逆市的特点，没有更多要说
的，煤炭要等回调8月31日低点附
近的机会。比较有意思的是电力和
化学原料，前者带有公用事业属
性，趋势保持得不错；后者则处于
持续的箱体横盘中，不排除有继续
走强的潜力。

整体来说，昨日上证指数收
复10日均线，景气赛道和新热点
的走势都符合预期。不过，赛道股
和大盘离压力位都不远，空间上
受限，能不能过压力位目前还不
知道，因此先用短线思路对待，快
进快出为主。 （张道达）

国家发展改革委6日称，根据
近期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按照
现行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自2022
年9月6日24时起，国内汽油、柴油
价格每吨分别提高190元和185元。

国家发展改革委有关负责人
说，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三大公
司及其他原油加工企业要组织好
成品油生产和调运，确保市场稳定
供应，严格执行国家价格政策。各
地相关部门要加大市场监督检查
力度，严厉查处不执行国家价格政
策的行为，维护正常市场秩序。消
费者可通过12315平台举报价格违
法行为。

本轮成品油调价周期内，国际
市场原油价格震荡上涨。国家发展
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预计，短期内
国际油价仍将以震荡运行为主。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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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弹终于来了！
能否大干一场？

过去几年，每到中秋，“天
价”月饼礼盒就会备受关注。

2021年，上海半岛酒店
推出的茅台咖啡月饼礼盒
装，售价高达1688元；哈根达
斯推出的与卢浮宫博物馆联
名的月饼礼盒，售价达1188
元。这两款月饼礼盒都引起
了舆论热议。

但今年，“天价”月饼难觅
踪影，499元成了月饼礼盒价
格的天花板。

变化源自一份公告。今年
6月，国家发改委、工信部、商
务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联合
发布遏制“天价”月饼的相关
公告，要求重点监管单价超过
500元的盒装月饼。

为什么500元是价格红
线？

红星资本局了解到，国家
发改委曾对30余家月饼企业
开展过成本调查，再结合行业
组织、电子商务平台数据等得
出结论。

“从多年市场情况看，盒
装月饼平均生产成本70元/盒
左右，单价200元以下的盒装
月饼销售占比达80%以上，单
价500元以上占比约1%。盒月
饼单价不超过500元社会接受
度高。”国家发改委价格司相
关负责人表示。

为遏制“天价”月饼，《公
告》提出销售单价超过500元
的盒装月饼时，经营者应当保

存在交易中合法获得的交易
信息，如交易日期、支付记录
等，以备有关部门依法查核。

新规之下，明面上的“天
价”月饼已不见踪影。

红星资本局搜索发现，京
东平台上，在售的月饼类别有
广式月饼、冰淇淋月饼、港式
月饼等。其中，价格最高的月
饼礼盒售价为498元。抖音商
城在售的月饼礼盒，价格最高
为388元。

在淘宝，月饼品类大同小
异，但售价均在499元以下。红
星资本局注意到，虽然天猫超
市在售的一款坚果月饼礼盒
标价875元，但折扣后价格仍
是499元。

曾推出1688元茅台咖啡
月饼的半岛酒店，今年官方旗
舰店所售月饼礼盒中，价格最
高的一款售价为499元。

不止电商平台，线下各
大商超中，摆放售卖的月饼
礼盒价格也同样不超过500
元。8月29日，红星资本局走
访了大润发等商超，大多数
月饼礼盒价格在200-400元
之间。大润发中最贵的一款
是稻香村某月饼礼盒，售价
489元。

一家名为“品牌月饼团
购”的商家告诉红星资本局，
今年还真是找不到（500元以
上的月饼），因为“国家规定不
能卖了”。

明面上的“天价”月饼已
不 见 踪 影 ，但 红 星 资 本 局 调
查发现，“天价”月饼礼盒仍
有 灰 色 生 存 空 间 ，交 易 方 式
更 加 隐 蔽 ，出 现 了 天 价 月 饼

“地下”交易的现象。
8月30日，红星资本局询问

数家电商商家，询问有无更高
档的月饼礼盒售卖，其中一家
商家明确表示有，并发来了微
信号，示意红星资本局用微信
沟通。

随后，该商家用微信发来
一份“2022年中秋礼盒”表格，
其中有15个月饼品牌，如南台

月、Hibake、稻香村、锦华、美心、
好家乡等，均为市面上的知名
品牌。

红星资本局发现，该商家
提供的表格中，月饼礼盒大部
分价格在100-300元之间，但也
不 乏 500 元 以 上 的 。其 中 Hi-
bake、天伦之乐、锦华、好家乡
等，有部分礼盒价格从540元到
888元不等。月饼馅料也出现了
鲍鱼、黑松露、海参等价格较贵
的食材。

一户售卖高价月饼的商家
向红星资本局表示，今年线上
月饼售价不能超过499元，所以
没有挂出链接，并称其是直接
和厂家对接的，“绝对正品，货
源充足”。

另一家食品专营店则回复
红星资本局称，燕窝鲍鱼这种
（高价月饼）只能走线下。当红
星资本局进一步询问，线下如
何购买时，对方再无回复。

针对上述表格中超过500
元的月饼品牌，红星资本局咨
询了多家官方旗舰店，相关工
作人员均表示没有上述高价

礼盒。
其中，好家乡旗舰店客服

表示，今年线上已经没有“月光
宝盒”礼盒（699元），表格中是
去年的款。锦华礼食品旗舰店
客服也称，表格中“815尊贵装”
（658元）礼盒早已下架。

但是，红星资本局咨询了数
家销售好家乡等品牌的淘宝店，
有店铺回复称，有699元的“月光
宝盒”卖，但淘宝不能上500元以
上的，如果要购买，拍其他链接，
改价格就行。

除了“地下”交易外，还出
现了月饼礼盒“补差价”的情
况。此前，中新经纬报道，在某
礼 品 店 铺 内 ，一 款 月 饼 礼 盒
（1540克）标价为499.99元，但
需要消费者另外支付600元运
费 ，算 下 来 该 礼 盒 售 价 高 达
1099.99元。

该店铺客服人员称，这款
礼 盒 按 标 价 卖 的 话 会 亏 本 ，
600 元 运 费 就 是 用 来 补 差 价
的。红星资本局发现，目前宣
称“600元运费”的店铺已经搜
索不到，或已下架。

“近年来，月饼市场总体规
范有序，绝大多数月饼价格较为
贴近市场需求，但仍有个别企业
采取多种方式炒作月饼价格，天
价问题仍然存在。”国家发改委
政研室主任、新闻发言人金贤东
在8月的新闻发布会上指出，今
年中秋节前将加大市场监督检
查力度，严厉查处、公开曝光违
法违规行为，而高端酒店、饭店
和电商平台等，将是重点紧盯的
领域。

国家发改委相关负责人曾
对此表示，发布《公告》主要目的

就是推动月饼等大众消费品回
归传统文化本源，提倡节俭、反
对浪费，形成广泛社会共识，遏
制传统节日相关商品“天价”现
象。

继6月《公告》推出后，国家
发改委开展了持续两个月的调
研、宣传及行业指导。8月初，
市场监管总局决定用2个月时
间，组织开展集中整治行动。8
月底，国家发改委再发文，表示
广泛收集各方面问题线索，迅
速推动有关方面进行整改，对
涉嫌违法违规行为移交有关部

门核实查处。
在查处过程中，有个别高

端酒店销售月饼礼盒混装高档
茶叶、茶具等，也有各方反映较
为集中的线上商户将月饼与红
酒等商品混合销售、标价499元
附加600元运费变相提价等问
题。国家发改委表示均督促整
改，并下架了违规产品。

另一方面，国家发展改革
委已正式向有关部门移交一批
涉及单价500元以上盒装月饼
的问题线索，有关部门正在核
实情况，对确认存在违法违规

行为的，将依法予以查处。
9月1日，国家发改委再次发

文披露了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司
与市场监管总局执法稽查局、价
监竞争局赴有关地方开展月饼市
场联合巡查进展。根据市场监管
总局的数据，截至8月31日，全国市
场监管部门出动执法人员，检查
经营者15万户次，围绕价格问题
检查酒店、商超等市场主体3万余
家。

红星资本局从国家发改委
相关负责人处了解到，出台《公
告》的原因是天价月饼问题出现

了反弹迹象，这些现象不仅背离
了传统文化本源，助长了奢靡浪
费，对社会风气造成不良影响，
甚至可能异化成为腐败的载体。

中国企业资本联盟副理事
长柏文喜告诉红星资本局，虽
然近些年情况有所好转，但月
饼市场为了所谓的创新、盈利，
在竞争压力之下出现过度包装
与过度营销，过高定价的情况
仍比较普遍。此时加强监管就
是为了防止同样的问题再度借
机泛滥。 成都商报-红星
新闻记者 强亚铣 谢雨桐 王田

汽油、柴油价格上调

通威电池片最新报价出炉，
单价涨0.01元到0.02元

新规之下，明面上的“天价”月饼已不见踪影。电商
平台上，价格最高的月饼卡住“红线”，售价499元。但
红星资本局调查发现，“天价”月饼礼盒仍有灰色生存
空间，交易方式更加隐蔽。

进入强监管时代后
为何还有月饼
没“瘦身”？

“天价”月饼难寻
499元成“天花板”

还存在“灰色生存空间”

1.卖包装

与往年不同，今年的“月饼
瘦身令”不仅要求对单价超过
500元的盒装月饼实行重点监
管，此后出台的相关国家标准还
规定销售价格在100元以上的月
饼，包装成本占销售价格的比例
从20%降至15%，且包装材料不
得使用贵金属和红木等材料。

在此情况下，不少月饼礼盒
生产厂家将生意瞄准了个人和中
小企业用户，单独售卖空盒，或推
出月饼礼盒包装定制服务等。

红星资本局注意到，近日，

淘宝、京东等电商平台上有不
少新奇多样的月饼礼盒，有可
做皮影灯箱的月饼礼盒，有类
似立体书的镂空纸雕礼盒，有
可折叠成为探月火箭的礼盒等
等，销量可观。

有月饼礼盒卖家对红星资
本局表示，店内多种月饼礼盒都
可单独售卖礼盒包装。

以其中一款名为“飞天揽
月”的月饼礼盒为例，内嵌多层
不同月亮图案的画板，可转动
齿轮变换不同图案组合。

该商家客服人员介绍称，
“飞天揽月”创意月饼礼盒售价
188元，包含8块月饼，但如果只
买包装礼盒，则售价100元，批
量购买价格可低至80元。

售价100元的“飞天揽月”
月饼盒，制作成本具体为多少？

该商家并未向红星资本局
透露其制作成本，但另一家专做
纸制品包装的商家负责人刘先
生则表示，纸制月饼包装的成本
一盒在十几元左右，翻盖、带磁
吸的包装成本也在20元上下，

“制作成本很低，主要是设计创
意贵，从几千到上万都有。”

刘先生对红星资本局表示，
以往面向企业的月饼礼盒更偏向
商务风格，“深蓝、大红色比较多，

礼盒样子要简约、要高大上”；而
个人商户喜欢的礼盒，其实更类
似于文创作品，“样子要精美、特
别，最好还能二次利用。”

红星资本局注意到，这样
“靠纸赚钱”的企业销售额颇为
可观。阿里巴巴平台上，多款月
饼包装礼盒近30天的成交额高
达百万元。淘宝上搜索“月饼包
装盒”，多款产品的月销量也在
5000单以上。

其实，作为季节性食品，月
饼礼盒的毛利率相当高。以月
饼巨头广州酒家（603043.SH）
为例，2021年广州酒家的月饼
业务收入为15.21亿元，成本只
有6.62亿元，毛利率为56.46%，
在所有业务中毛利最高。而这
还是受原材料价格上涨等因素
影响毛利下降后的数据，此前
其月饼业务毛利率超过60%。

高额利润吸引下，越来越
多的企业入局月饼领域。艾媒
咨询数据显示，中国月饼企业
在过去十年翻了一倍，截至今
年7月，我国月饼企业注册量达
40478家。月饼市场规模也是水
涨船高，从2015年的131.8亿元
增长到2021年的218.1亿元，预
计2022年中国月饼销售额达到
243.8亿元。

2.“地下”交易

全面围剿“天价月饼”
推动月饼等大众消费品回归传统文化本源

■“天价月饼”年年有，但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迎来了力
度颇高且战线加长的“强监管”。

■ 今年6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国
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联合发布《关于遏制“天价”月饼、促进行业
健康发展的公告》，提出对单价超过500元的盒装月饼实行重点
监管，要求经营者生产、销售盒装月饼不得使用贵金属、红木等
贵重材料，减少包装材料的过度使用。

■ 为了遏制“天价月饼”，中央纪委国家监委也在近期出
手。据人民政协网消息，驻国家发改委纪检监察组有关负责人介
绍，已制定了关于对国家发改委遏制“天价”月饼工作的具体监
督方案，建立定期工作调度机制，明确专人跟进。

■ 这意味着，月饼“瘦身”开始步入强监管时代。

新规之下

不 少 月 饼 礼不 少 月 饼 礼
盒生产厂家将生盒生产厂家将生
意瞄准了个人和意瞄准了个人和
中小企业用户中小企业用户，，
单独售卖空盒单独售卖空盒，，
或推出月饼礼或推出月饼礼
盒包装定制服盒包装定制服
务等务等。。红星资红星资

本局注意到本局注意到，“，“靠靠
纸赚钱纸赚钱””的企业销售的企业销售

额颇为可观额颇为可观。。以阿里巴巴以阿里巴巴
平台为例平台为例，，多款月饼包装礼多款月饼包装礼
盒近盒近3030天的成交额高达百天的成交额高达百
万元万元。。

监管出击

有商家称有商家称，，可加微信可加微信
购买购买（（500500元以上的月饼元以上的月饼）；）；
还有商家表示淘宝不能上还有商家表示淘宝不能上
500500元以上的元以上的，，燕窝鲍鱼这燕窝鲍鱼这
种种（（高价月饼高价月饼））只能走线只能走线
下下。。此外此外，，还有商家被曝光还有商家被曝光
曾上架一款曾上架一款499499元的月饼元的月饼
礼盒礼盒，，但需要消费者另外但需要消费者另外
支付支付600600元运费补差价元运费补差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