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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精华制药账户
信托账户（“时节

好雨”子账户：好雨7-
高勇、好雨7-路某）2
个，黄某、张某燕、张
某、吴某江、倪素某、
倪松某、姜某、黄某
明、徐某、朴某娜、薛
某、吴某丰、崔某欣、
吴某等自然人出借的
账户14个。

涉黄海机械账户
在黄海机械2014

年三季报中，前10大
流通股东包括3个“时
节好雨”信托、“黄晓
明”“吴宝江”“崔可
欣”等账户。这6个账
户名字与证监会披露
的账户名中的信托、
吴某江、黄某明、崔
某 欣 高 度 相 似 。另
外，10大流通股东中
还有薛青、黄艳与证
监 会 披 露 的 账 户 名
中的“薛某”“黄某”姓
氏一致。

“高勇系”

黄晓明卷入
18亿股票
操纵案

2018年8月15日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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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盘持续缩量
反弹行情会生变吗？

窄幅震荡，沪指昨天的走势极
为纠结，以2780.96点报收，十字星
出现在K线图上，看上去有一种说
不出的“堵”。而创业板指数则受到
科技股集体回调影响，全天下跌
0.84%，以1518.49点收盘。

沪市连续三日的调整，出现了
一个新的极端现象，便是日成交金
额萎缩至1125亿元，为今年新低，上
一次量能在1125亿元以下还要追溯
到2017年2月初，那么，反弹行情遭
遇持续缩量后，A股刚刚酝酿好的
反弹会就此生变吗？

作为前期的领涨者，昨天却出现
集体大幅回调，科技股的表现有必要
引起注意。我觉得科技股的调整在预
期之中，但是调整的幅度在预期之
外。原因有两点，其一，作为本轮反弹
行情的一大发起者，近三个交易日，
科技股短期的涨幅其实很大，在市场
环境并未明显改善的情况下，短炒资
金自然会有获利了结的动力；其二，
港股市场科技股集体下跌，特别是舜
宇光学盘中大跌近30%和腾讯控股
盘中大跌逾5%，影响了A股市场对科
技类股票的投资情绪。

港股科技股集体大跌，给A股
市场提了一个醒，那就是要提防中

报不及预期的明星个股。舜宇光学
的大跌，主要原因就是其中期业绩
低于市场预期。而在A股市场，明星
个股遭遇业绩不及预期的杀伤力，
早在一季度就已经有所体现，比如
海能达和老板电器。在目前仍是存
量资金博弈的背景下，业绩“地雷”
对市场情绪的影响是难以估摸的。

昨天凌晨，明晟公司发布了
2018年8月指数评估报告，将实施中
国A股部分纳入明晟MSCI中国指
数的第二步，纳入因子从2.5%提升
至5%，提升后占明晟新兴市场指数
的权重为0.75%。

其实，从沪港通开始，A股就在
不断加快海外资金进入的节奏，欲
与国际市场接轨，今年“入摩”以来，
虽然对股指运行未看出有何影响，
但是A股的投资结构，已经出现了
明显的变化。6、7两个月，净流入A
股市场的境外资金498亿元。海外资
金的不断进入，对A股市场的影响
将会越发明显。

当前市场最为核心的变数是成
交量。昨天沪市成交1124亿元，创了
2017年2月3日以来的新低。交投热
情如何被唤醒，仍是影响短期市场
走势的关键。 （张道达）

“好货聚焦”战略回归
京腾合作扎实推进

第二季度，唯品会继续以自营和
品质维持着稳定的高黏性、强购买力
客群。财报显示，唯品会二季度人均消
费同比增长约12%；用户复购率为
85%，高于去年同期的79%，复购客户
订单占比为96%，高于去年同期的
93%。截至2018年6月30日，唯品会已
拥有约190万超级VIP会员。

“本季度我们的人均消费额同比
增长了12%”，唯品会首席财务官杨东
皓说，“随着品质好货和低价优势的深
入，唯品会的差异化优势将助力我们
进一步扩大市场份额。”

和腾讯、京东的战略合作也在本季
度扎实推进，唯品会京东旗舰店和微信
钱包入口拉新效果显著，来自这些渠道

的新客户数占本季度唯品会新客户总数
的24%。财报数据显示，唯品会在二季度
为约400个品牌打造了微信小程序，使
用唯品会微信小程序新客数量环比增
长超500%。而截至8月14日财报发布，唯
品会京东旗舰店粉丝数已近150万人。

“我们与腾讯、京东密切合作，已
释放战略联盟为三方提供的价值。在
二季度看到了活跃客户数量增长和客
户黏性持续改善的积极趋势”，沈亚进
一步表示。

全矩阵布局特卖业务
快抢模式收获高增长

今年7月，唯品会站内频道“唯品
快抢”全新改版，提供大牌尖货限时低
价抢购。

8月，唯品会在主站推出“最后疯
抢”频道，该频道主推深度折扣，与唯

品快抢主推大牌单品不同，最后疯抢
主打品牌组货，进行限时限量特卖。其
作为唯品会面向C端客群打造的特卖
新入口，带给会员惊喜好货。

除了在站内布局快抢、疯抢等频
道收获高增长，在站外，唯品会还推出
了社交分销平台云品仓和专业代购批
发平台唯品仓。

6月28日上线的云品仓是以“轻电
商”的平台发展理念，吸引个人卖家精
选自己喜欢的商品推荐给他人，将人
与人之间的社交性与商品结合在一
起，成为微信生态中新型的玩法，其上
线当天店主数量便暴增至20000+。

8月10日上线的唯品仓则旨在服
务广大代购、批发群体，借助社交平台
快速为品牌方清库存。通过多种形式，
快速拿货分销，打造高效率、低门槛、
无中间商的线上平台，这是唯品会向

B端输出特卖能力的重要举措。
从整体布局看，唯品会在C端构

建了唯品会小程序、云品仓等多个社
交电商入口，并在主站发展唯品快抢、
最后疯抢等业务黏住消费者。唯品仓
则围绕B端社交电商分销模式，联合
品牌抢占代购批发客群。这也意味着
唯品会在特卖矩阵上日益丰满，并尝
试全面覆盖社交购物人群。

东北物流中心正式开仓
物流、金融业务持续推进

唯品会金融与物流业务也在本季
度持续推进。

唯品金融立足女性客群，开拓定
制化服务、探索家庭金融市场，不断丰
富产品内容，发展效果显著。截至6月
底，消费贷产品“唯品花”累计开通用
户数接近2000万，其中85后、90后年轻

用户持续增长。数据显示，6.16大促期
间开售24小时，使用“唯品花”支付的
金额占比24.9%。

物流仓储方面，二季度唯品会自
建物流交付了约99%的订单，高于上
年同期的95%。随着东北物流中心正
式开仓，唯品会已设立六大物流仓储
中心，总面积超过290万平方米；在东
京、首尔等地共有9个海外仓，合计仓
储面积59000平方米，居各大跨境电商
平台首位。同时，唯品会的蜂巢全自动
集货缓存系统现有占地面积约30000
平方米，已成为全球最大规模蜂巢仓
储系统。今年6月，唯品会华北物流中
心上线机器人全自动集货缓存系统，
整个集货环节实现无人化作业，有效
加速订单流转效率，在物流科技的加
持下极大提升用户消费体验。

成都商报记者 郭晶晶

连续23个季度盈利，唯品会进入战略聚焦期

唯品会二季度营收207亿元
“特卖”+“好货”战略回归

对于“国酒”商标注册的争夺，
以茅台宣告放弃而落下帷幕。

8月13日晚，贵州茅台集团在官
网发布《关于申请撤回“国酒茅台”
商标行政诉讼案件起诉的声明》，宣
布放弃“国酒茅台”商标注册申请，
撤销诉讼申请，并向国家商标评审
委员会（以下简称商评委）致歉。

据多家媒体报道，今年7月，茅
台集团向北京知识产权法院提起诉
讼，起诉商评委，要求商评委撤销不
予注册的复审决定，就不予注册复
审申请重新作出决定。茅台集团还
将五粮液、郎酒、汾酒、舍得酒业等
31家机构和企业列为第三人，让外
界倍感震惊。

事实上，茅台申请“国酒”商标
最早要追溯到10多年前。2001年开
始，茅台先后9次对“国酒”商标提起
申请，均未成功。

到2012年7月，国家商标部门当
时公告称“国酒茅台”商标已过初

审，随后遭到一众酒企的反对。五粮
液、汾酒、水井坊、郎酒、舍得酒业等
企业均认为“国酒”商标不应被茅台
注册独占，短短3个月公示期内，国
家商标部门共收到异议书95件次。

2016年末，国家商标部门决定
对“国酒茅台”商标不予注册。2017
年，茅台集团向商评委提出复审申
请。今年5月25日，商标委再度决定
对这一商标不予核准注册。

在声明中，茅台称递交诉讼是
内部工作衔接出现问题，并向五粮
液等31家企业和机构表示了歉意。

声明称：“国酒茅台”商标注册
申请，已历时十多年。对国家商标评
审委员会复审决定，我们充分尊重，
也乐于接受。日前因内部工作衔接
问题递交的诉讼申请，公司决定依
法向北京市知识产权法院申请撤
回，并向国家商标评审委员会及各
相关方表示诚挚歉意。

成都商报实习记者 俞瑶

8月13日，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
行对成都的两家支付机构开出罚
单，成都摩宝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摩宝支付）被处以罚款13万
元，现代金融控股（成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现代金控）被处以罚款人
民币9万元。值得一提的是，现代金
控今年以来被罚频率极高，算上此
次今年已5次被罚。

摩宝支付成立于2010年3月，所
持牌照为互联网支付、移动电话支
付以及跨境支付牌照，本次央处罚
原因是违反网络支付业务和银行卡
收单业务相关规定。

现代金控成立于2010年9月29
日，曾拥有两项全国性支付业务许

可证：互联网支付许可证、银行卡收
单支付许可证。然而在2016年12月
21日续展时，现代支付被央行剥夺
了吉林和青岛两地业务，此次续展
后有效期至2021年12月。本次被罚
原因为违反银行卡收单业务相关规
定。

算上此次，今年以来现代金控
已经五次被罚，今年5月9日，现代金
控江西分公司被罚款1万元，6月18
日，现代金控河南分公司被罚款3万
元，7月6日，现代金控安徽分公司被
罚款9万元，7月18日，现代金控甘肃
分公司被罚款3万元，而现代金控被
罚原因，都与违反银行卡收单规定
有关。 成都商报记者 吕波

7月22日，黄晓明曾转发长生生物（股票简称已
更名为“ST 长生”002680.SZ）疫苗事件的相关微
博，称其“利用孩子的健康和家庭的幸福赚黑心
钱”。可是，长生生物与“黄晓明”还有一段“往事”。

2014年，ST 长生的证券简称还是“黄海机械”，
2015年6月30日黄海机械宣布重组，随后长春长生
借壳上市，2016年3月改名长生生物。

在黄海机械2014年三季报，前10大流通股东
中，“黄晓明”的名字赫然在列。另外，有3个“时节好
雨”信托、“黄晓明”“吴宝江”“崔可欣”等账户。而这
6个账户名字与前述证监会披露的账户名中的信
托、吴某江、黄某明、崔某欣高度相似。另外，10大流
通股东中还有薛青、黄艳与证监会披露的账户名中
的“薛某”“黄某”姓氏一致。

这些名字出现在2014年三季报十大流通股东的
名单中，且此前并未出现过，也就意味着，上述账户
是在2014年7月1日至9月30日完成建仓。随后，黄海
机械股价开始拉升。2014年三季报信息显示，上述高
度重合的6个账户，合计持股数超过了400万股。

资料显示，上述6个关联账户被列入十大流通
股东的半年后，2015年3月20日，黄海机械停牌重
组，7月14日复牌后，连拉9个涨停板，股价飙涨
136%。也就是说，上述6个账户都在重组前大笔购
入，股价一路拉升。随着重组的进行，这几个账户又
逐渐对黄海机械进行减持，先后退出了十大流通股
东的名单。

黄海机械财务数据显示，2014年末，仅剩时节
好雨7号、“崔可欣”“吴宝江”三个账户；到了2015年
一季报，仅剩“崔可欣”账户的48万股；2015年三季
报，“崔可欣”账户退出黄海机械10大流通股东。

除此之外，据每日经济新闻梳理，上述证券账
户曾在中路股份、汇金股份等个股中“扎堆”出现。

除了精华制药的十大流通股东“黄晓明”被媒
体指出是影视明星黄晓明，其余“黄晓明”账户是否
为影视明星黄晓明所有，还有待确认。

天眼查资料显示，黄晓明名下有53家公司，担
任法人代表的有9家。黄晓明还参股多家上市公司，
包括华谊兄弟、乐视影业（已更名乐创文娱）、文投
控股等。从2005年到2014年，黄晓明连续10年登上
福布斯中国名人榜，据《2017年中国名人收入排行
榜》数据显示，黄晓明以1.679亿进入排行榜前十。

北京时间北京时间88月月1414日日
凌晨凌晨，，美股上市的特卖美股上市的特卖
电 商 唯 品 会电 商 唯 品 会（（vip.comvip.com，，
NYSENYSE：：VIPSVIPS））披露了其披露了其
未经审计的未经审计的20182018年第二年第二
季度财务报告季度财务报告。。财报数财报数
据显示据显示，，唯品会二季度唯品会二季度
净营收总额为净营收总额为207207亿元亿元
人 民 币人 民 币（（约 合约 合 3131 亿 美亿 美
元元），），同比增长同比增长1818..44％％，，实实
现现2323个季度连续盈利个季度连续盈利。。
本季度本季度，，唯品会归属股唯品会归属股
东净利润为东净利润为66..816816亿元人亿元人
民币民币（（约合约合11..0303亿美元亿美元），），
同比增长同比增长7676..44%%。。

自营服饰穿戴品类自营服饰穿戴品类
作为唯品会的核心业作为唯品会的核心业
务务，，在二季度维持着稳在二季度维持着稳
健的业绩增势健的业绩增势，，其电商其电商
领域护城河优势不断加领域护城河优势不断加
深深。。二季度二季度，，唯品会订单唯品会订单
数数 11..113113 亿亿 ，，同 比 增 长同 比 增 长
3131%%，，自营服饰穿戴品类自营服饰穿戴品类
持续推动唯品会的盈利持续推动唯品会的盈利
增长增长。。

放弃注册“国酒”商标
茅台撤回诉讼

成都两家支付机构领罚单
现代金控今年第5次被罚

““高勇系高勇系””多个账户多个账户
曾快进快出黄海机械曾快进快出黄海机械

包括包括““黄晓明黄晓明””

继范冰冰、赵薇以后，黄晓明也陷入舆论旋涡之中。
8月10日，证监会新闻发布会公布，对高勇操纵股票精

华制药（002349.SZ）一案进行处罚，开出18亿罚单。
多方信息指向，高勇所操作的账户之一“黄某明”属影

视明星黄晓明所有。
黄晓明工作室随即发布声明，称黄晓明并不认识高某，

也未参与任何操纵股票行为。然而8月13日，多家媒体报道
监管层人士确认此“黄某明”为黄晓明、黄晓明名列精华制
药2015年中报10大流通股东名单……种种迹象表明，该股
票操纵案中的自然人账户之一确实为黄晓明名下账户，这
再次点燃了舆论之火。

如果黄晓明被证实是精华
制药一案中的“黄某明”，是否能
脱离干系？

财新援引接近监管部门人士
的话称，如果黄晓明名下账户仅
仅是委托给高勇操作，黄晓明及
其母亲不知晓具体操纵行为，出
借账户的行为无法定性为违法，
黄晓明本人也确实不会被调查。

有证券从业者告诉成都商
报记者，从证监会的处罚决定书
来看，“黄某明”连同委托给高勇

“管理”的14个自然人账户持有

者并不涉及违法认定，也无需在
该案中承担相关责任。

但成都商报记者也发现，今
年6月15日，中国结算曾发布《关
于对证券违法案件中违反账户
实名制行为加强自律管理的通
知》，称为进一步加强账户管理，
将对证券违法案件中违反账户
实名制管理的相关当事人，除采
取注销账户、限制使用等措施
外，将同时采取一定时期内限制
新开账户、列为重点关注对象等
处罚措施。

8月11日，黄晓明工作室迅
速发布“严正声明”。声明称黄晓
明并不认识高某，也未参与任何
操纵股票行为，同时“未曾受过
任何股票有关的处罚或介入过
任何与股票有关的调查”。

不过，成都商报记者发现，
黄晓明工作室的上述表态，仅表
明黄晓明并未参与股票操纵、接
受调查及受到处罚。但对于处罚
书中的“黄某明”是否是黄晓明、

“张某霞”是否为其母张素霞，未
作回应。

财新和21世纪经济报道称，
此“黄某明”确实为影视明星黄
晓明，“张某霞”是黄晓明的母亲
张素霞。

成都商报记者查询精华制
药2015年中报发现，其披露的前
十大流通股东中，的确有“黄晓
明”名字的出现，“黄晓明”持股
量143.7万股，排名第9。

8月10日，证监会宣布对高
勇操纵股票精华制药（002349.
SZ）一案作出处罚，罚金高达
17.9亿元：没收高勇违法所得
8.97亿元，并处以罚款8.97亿元；
并对其采取终身证券市场禁入
措施。

根据证监会披露的信息，
2015年1月12日至2月17日，北京
护城河投资发展中心合伙人高
勇，以20亿资金违法操纵精华制
药股价，以连续封涨停方式大笔
买入精华制药股票并抬高股价，
获利8.97亿元。

而这20亿的资金，一方面源
于其控制的信托账户（好雨7-
高勇、好雨7-路某），另一方面

则是来源于黄某、张某燕、张某、
吴某江、倪素某、倪松某、姜某、
黄某明等14个自然人所出借的
账户。

在高勇在操纵精华制药的
过程中，动用了其进行代理交易
的多个自然人账户进行交易，包
括“黄某明”。“黄某明账户开立
后由其母亲张某霞管理使用。经
路某介绍，张某霞将黄某明证券
账户部分委托高勇管理，该账户
涉案交易由高勇作出。”处罚决
定书称。

根据这一信息，娱乐明星
“教主”黄晓明及其频频在综艺
节目露脸的母亲张素霞，迅速被
外界锁定。

天价罚单牵出“黄某明”账户

工作室：黄晓明未参与操纵股票

出借账户需要为股票操纵案担责吗

高勇通过16个账户违法操纵精华制药股价，获利8.97亿
证监会没收其违法所得8.97亿元，并处以罚款8.97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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