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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视网巨亏百亿
贾跃亭申请破产也难逃责任

□ 曹中铭

从昨日盘面上看，多数板块飘
绿，但酿酒行业逆市上涨，贵州茅台
股价收报1211元再创历史新高，。近
期被市场追捧的澳交所、广期所相关
概念股，以及粤港澳大湾区概念继续
表现强势：华金资本、顺钠股份、贤丰
控股、达意隆、粤传媒、粤泰股份、珠
海中富、越秀金控等纷纷涨停。

不过，15日以科技股为首的题材
股全线走低，尤其是软件、芯片、网络
安全、数字货币等科技股迎来跌停潮。

近期强势股的5G概念股硕贝德
15 日开盘一字跌停，截至下午收盘
跌停板上封单仍近 30 万手。软件股
汉得信息受三季报净利大幅预降影
响，开盘也直接一字跌停，截至下午
收盘跌停板上封单也近 30 万手。此
外，东方通、朗科科技、神州数码、华
大基因、南华仪器等纷纷跌停。

近期表现相当出色的科技股，为
何在15日出现大面积跌停？

广州万隆认为，有两大原因造成
科技股大幅调整。一方面是深交所规
定业绩预告必须在10月15日前强制
披露完毕，而消息面上曝出一大堆地
雷，早盘众多问题个股纷纷跌停跌
停，对于市场做多人气形成了较大的
冲击；另一方面，前期大涨的科技股，
现在也同样面临着估值回归的痛楚。
所以在这两大因素合力影响之下，市
场多头信心出现瓦解，最终造成了科
技股的全面调整。

巨丰投顾也指出，当日的市场应
该说是普跌，而普跌之下，科技股没
有了权重股的支撑，也纷纷走低，市
场情绪重回低迷。加之三季报业绩预
期陆续公布，很多科技股业绩预告纷
纷出炉，对比之下明显低于预期。此
外，伴随着市场可能的估值切换，三
季度大幅炒作的科技股在进入四季
度之后或出现大幅回落。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李伟铭

前天，达哥说了，因爆款基金出现的
市场“魔咒”一旦应验，市场又面临阶段性
见顶的担忧。结果，昨天市场出现调整，
3000 点整数关再次失守，最终沪指下跌
16.83点，以2991.05点报收，而成交额也再
次明显萎缩，沪市仅成交1695亿元。

值得注意的是，昨天跌停个股数量明
显增多，沪深两市约40只个股遭遇跌停板。
本来行情好不容易有些起色，如今量能萎
缩，跌停个股增多，到底大家在担忧什么？

昨天，市场总体偏弱，唯一亮点就是本
轮行情的另一条主线——消费股。贵州茅
台又创新高了，股价突破1200元。茅台股价
创新高，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当晚茅台要
公布三季报，很多资金都在赌三季报。据贵
州茅台昨晚发布的公告显示，公司前9个月
实现净利润305亿元，同比增长23.13%。其
他白酒股，山西汾酒股价大涨 8%并创新
高，舍得酒业、金种子酒也有不小的涨幅。

大盘回落，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
一些重要经济数据公布了。关注度最高
的，无疑是CPI数据。数据显示，中国9月

CPI同比增长3%，预期2.8%，前值2.8%。而
3%的CPI数据，也创出了近6年来的新高。

另外一个经济数据，中国9月M2货币
供应同比增长8.4%，预期8.2%，前值8.2%。
这个数据好于预期。而接下来的本周五
（10 月 18 日），国家统计局将召开 2019 年
前三季度国民经济运行情况新闻发布会，
届时还将公布规模以上工业生产月度报
告，相关信息对市场也将产生重要影响。

接下来行情怎么看？难道这一次爆款
基金“魔咒”真的要应验了？沪指好不容易
站上3000点，这么快就要结束反弹了？达
哥的态度，依然还是不悲观。此前沪指连
续上涨了5个交易日，短线调整一下是很
正常的，但3000点应该还会有反复。

达哥的乐观和自信，倒也不是盲目
的。昨天大盘虽然调整了，但是有一类资
金，依然在坚定买入 A 股，这类资金就是
北向资金。沪股通净流入30.83亿元，深股
通净流入 13.4 亿元，规模都不小。每天几
十亿元的净买入，北向资金底气十足，我
们又有什么理由认怂呢？ （张道达）

科技股大面积跌停
发生了什么？

茅台股价创新高 白酒板块一起火

10月14日晚，已暂停上市的乐视网发布了三季
度业绩预告，预计前三季度亏损101.97亿~102亿元，
堪称今年A股三季报的“亏损王”。

而就在同一天，贾跃亭通过微博宣布在美国申
请个人破产。有人认为贾跃亭申请破产重组，是“金
蝉脱壳”之计。结果如何，我们不妨拭目以待。

已经暂停上市的乐视网，在前三季度亏损超百
亿，2019年度亏损已经定局，除非其第四季度能够盈
利过百亿，但这对于举步维艰的乐视网而言，无异于
天方夜谭。因此，在暂停上市之后，乐视网或将迎来退
市的命运。

乐视网曾经创造过“辉煌”，但目前看来，当初
的“辉煌”实际上也只是建立在泡沫之上。在乐视网
的资金链断裂之后，特别是在“白衣骑士”孙宏斌入
主之后，乐视网终于现出原形，几乎所有的问题得
以暴露。

此次贾跃亭申请个人破产，无论其个人持有的
全部FF股权及相关收益权最终能否惠及国内债权
人，对于贾跃亭而言，即使申请个人破产，其也难逃
对乐视网、乐视网投资者的责任。

乐视网今天如此狼狈，其投资者遭遇亏损或惨
遭套牢的命运，贾跃亭难辞其咎。乐视网股价在2015
年能创出44.72元（复权价）的高价，与当初贾跃亭的

“画饼”关系密切。贾跃亭为乐视系描绘了包括内容、
电视、手机、汽车、体育、金融、云等在内的七大生态，
也引发了市场资金对于乐视网的炒作。事实证明，其
时的“乐视系”并不具备这样的实力，包括资金、运
营、管理等方面的实力。但贾跃亭当初的几个PPT，
却引爆了资本市场，乐视网股价因之受到资金的大
肆炒作，也将其时疯狂入场买入乐视网股票的投资
者牢牢地套在高位，解套或几无可能了。

贾跃亭要在七大生态上同时发力，资金是一个大
的问题。此时，上市公司不幸成为乐视系的“提款机”。
根据上市公司发布的公告，乐视控股及关联公司欠上
市公司债务达75.31亿元，虽然这一数据遭到乐视系
债务小组的否认（其承认只有60亿元左右），但60亿元
也不是小数目。乐视网此后经营出现困难，缺乏资金
首当其冲。乐视控股及关联公司占用上市公司的资
金，成为乐视网步入困境的幕后最大推手。

另一方面，通过PPT的高调宣传，贾路亭在乐视网
股价持续上涨之后，也开始了其大肆减持股份的之旅。
数据显示，贾跃亭通过减持乐视网股份前后累计套现
超过百亿元资金。在这其中，贾跃亭通过PPT误导了投
资者，也误导了市场。在其个人享受了高位减持套现盛
宴的同时，却把许多接盘的投资者套牢在高位。

在乐视网2019年巨亏已成定局的背景下，即
使2020年乐视网能够实现盈利，但由于其净资
产不可能转正，因此，乐视网最终退市或不可避
免。如果乐视网退市，基于目前退市公司重新上
市的难度，今后乐视网重新回归A股市场或已不
可能。那么，乐视网给投资者所造成的损失，亦
将会被锁定。

上市公司艰难度日、暂停上市，高位套牢投资
者，众多投资者亏损严重，所有这一切，显然都与贾
跃亭脱不了干系。因此，即使贾跃亭通过申请个人
破产的方式能够撇清在美国的债务，但其对上市公
司、A股投资者所应承担的责任，一点都没有变化。
而且，乐视网遭遇目前的困境，其28万股东又将何
去何从呢？

继茅台机场能够购买飞天茅台酒之后，10月14日，
有网友爆料贵阳机场也能预约飞天茅台酒。为此，成都
商报-红星新闻记者拨打了贵州省机场集团有限公司酒
业分公司的电话。一位工作人员证实了信息的真实性。
不过，该工作人员说，由于购买者太多，每天出港的200
瓶飞天茅台几乎被“秒光”，建议提前预约。

“近日，贵阳机场也做了预约茅台酒的活动，无论从
贵阳机场起飞或降落，都可以提前预约买酒。”根据网友
的爆料内容来看，此次活动是贵州省机场集团有限公司
酒业分公司主办，针对在贵阳机场起飞、降落且年满18
周岁的旅客。

该网友还附上了两张爆料图片。记者在一张名为
《贵州茅台酒扫码预约购酒》的广告中看到了购买须知：
扫描指定二维码、如实登记规定信息、提交线上预约。该
广告显示，预约成功的旅客可在当天7：00~19：00，到达
指定地点完成购买。同时，购买时要向销售人员提供本
人有效身份证（或户口簿）和当日登机牌。

同时，根据网友提供的预定页面的图片来看，需提
供姓名、身份证号、航空公司、航班号及电话等内容，包
含到达预约与出发预约两个页面。另外，也可通过个人
身份证号查询订单。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拨打了贵州省机场集团有
限公司酒业分公司的电话，一位工作人员表示，“确实可
以预约飞天茅台酒，但是必须要扫我们这边的二维码才
能预约。”

该工作人员介绍，贵阳机场从今年10月4日开始推
出预约活动，价格为官方指导价，1499元/瓶，活动可能
将持续到年底，“目前每天进出港的飞天茅台酒预约总
数有600瓶。”

“如果你当天来预约的话，一般情况都不会有名额
了。”该工作人员透露，“从这几天的预约情况来看，每天
出港的200瓶基本上几秒钟就被预约光了。”他建议提前
预约。“先扫二维码，然后从航班当天的零点开始预约。
即：如果是明天来贵阳的航班，你可以从今天晚上的0点
就开始预约，这样成功率就会高一些。”

该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从这几天的情况来看，进港
（外地来贵阳）旅客好预约一些，而出港（贵阳到外地）的
旅客不好预约。此次活动机场到底投入了多少酒，该工
作人员表示不清楚。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李晨 袁野

【乐视网今天如此狼狈，其投资者遭遇亏损或
惨遭套牢的命运，贾跃亭难辞其咎。乐视网股价在
2015年能创出44.72元（复权价）的高价，与当初贾
跃亭的“画饼”关系密切。】

贵阳机场也能预约飞天茅台
每天出港200瓶 几乎“秒光”

圆通“承诺达”疑解散

高端快递路难行
圆通回应：将部分区域划转给授权商经营

近日，有媒体报道称，圆通快递包括送货司
机和快递小哥在内的很多B网员工收到自愿离职
表，并可以申请转入A网。多名快递员对媒体表
示，B网相比A网更有优势，A网工资按件计算，没
有保底工资，收入低于B网，而员工转入A网，则
意味着B网品牌“承诺达”业务的停摆。

昨日，圆通方面接受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
者采访时表示，“承诺达”近期按计划在部分城市
进入品牌授权经营阶段，由圆通速递的加盟商授
权经营。

“承诺达”圆通“二次创业”

与平常我们熟知的圆通快递（经济型A网）不
同，全称“承诺达特快”的“承诺达”是圆通旗下独
立品牌，“承诺达”主要面向商务件客户，配送件
多为生鲜商品、加急订单等，其宣称为客户提供
综合性、个性化、全链路的快递服务。

2017年，圆通宣布打造城市高频配送直营网
络B网，2018年其对应品牌“承诺达”正式成立。圆
通董事长喻渭蛟曾称“承诺达”是圆通“二次创
业”的开始。

承诺达讲究同城即时送达，异地限时送达，
使用B网快递的大多是生鲜商品、加急订单等。但
就是这样讲究时效的服务，在网上却存在不少

“延误、快递绕路、超时”等投诉。
据媒体报道，10月12日，包括送货司机和快

递小哥在内的多名B网员工收到一个坏消息：填
写一张自愿离职表，转入A网。多名快递员认为，
员工转入A网，意味着B网业务的停摆。

部分区域划转给授权商经营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就上述消息向圆通
方面求证，圆通在发给记者的声明中称，为更好
发挥协同效应、促进融合发展，承诺达近期按计
划在部分城市进入品牌授权经营阶段，由圆通速
递的加盟商授权经营。根据方案，承诺达将部分
区域划转给授权商经营管理。

声明称，“承诺达”是圆通速递参与投资的圆
硕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运营的独立品牌，从组建
之初就采取了轻资产运营模式，除了部分关键岗
位直接聘用员工外，其余基本都是业务承揽合
作。转换之后，部分工作场所会有搬迁调整，人员
考核方案也会进行相应改革。对于承揽业务的伙
伴，原有的业务模式保持不变，仍有继续合作和
退出的自由选择权。

圆通还表示，圆通速递目前运营一切正常。
截至目前，“承诺达”可以正常下单。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白兆鹏 李伟铭
图据南方都市报

圆通速递自2016年借壳上市登陆A股后，股价
从最高的36.5元跌到了现在的11.84元，市值341.46
亿元。与低调的股价相比，2017年，圆通高调开启了

“二次创业”，宣布花重金打造城市高频配送直营网
络B网，并于2018年正式成立其直营品牌“承诺达”。

一条对的路

相比轻资产传统加盟模式下的A网，B网类
似圆通的重骑兵，对标顺丰高附加值的商务快
递，正式向顺丰发起挑战。其官网介绍，承诺达已
在92个城市设立700余个直营管理的营业部，至
2019年底将达到近1000个直营管理营业部。

在价格方面，承诺达同城、省内、跨区域快递
的价格分别是：首重10~11元（续重1~2元）、11~12
元（续重1~3元）、18~20元（续重6~10元），高于圆
通快递价格，略低于顺丰快递。

中国物流学会特约研究员杨达卿认为，在电
商快递消费升级趋势下，圆通的这个战略选择是
对的，是综合物流生态护城河的构建。能与C端客
户广泛互联互动的快递商家或将先胜。同城配送
涉及小B服务和C端客户，感知C端客户需求的能
力更强。菜鸟、京东、顺丰、苏宁等头部企业无不介
入同城配送，美团外卖（美团配送）和阿里本地生
活（蜂鸟配送）也在通过即时物流渐进介入。

同时，承诺达切入的即时物流市场是一块大
蛋糕。2019年，即时物流市场规模将达1200亿元，
预计未来三年将持续保持30%以上的复合增长，
2021年市场规模将超2000亿元。

根据西南证券的数据，2019年上半年，全国
快递业务量完成277.6亿件，同比增长25.7%，电商
红利仍未褪去。

一条难的路

圆通将承诺达称为“二次创业战略的重要组
成部分”，寄予厚望。然而这条花重金加入中高端
市场的鲶鱼，究竟搅动了多少市场呢？

据四通一达2018年半年报，圆通快递服务成
本最高，净利润增速最缓慢。

半年报期内，圆通净利8.02亿元，同比增长
15.69%，韵达、中通、百世汇通、申通的净利分别是
10亿元、20.48亿元、-4.33亿元、8.67亿元，同比增
长率分别是33.78%、67.8%、30.62%、16.21%。持续
上升的人力、场地等成本，使圆通面临很大压力。

而建设B网离不开基础设施的铺设，圆通
2018年半年报显示，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
额为-28.17亿，同比下降395.76%，2019年上半年，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依旧为-16.22亿。

2019年上半年，圆通实现营收139.53亿元，同
比增长15.64%；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8.63亿元，同比增长7.63%。

成绩不错，但受行业价格战影响，公司上半
年单票（收发一次）收入同比下降10.7%至3.19元，
单票毛利同比下降3.84%至0.38元。

同时其营业成本也在增加。2019年上半年公
司营业成本为122.32亿元，较2018年同期增长
16.66%。其中快递行业的营业成本为108.35亿，比
上年增加19.92%。这说明，圆通在B网的建设中烧
了不少钱，手头或许有点紧。

花了如此多的精力，圆通2019Q1~Q2公司快
递量同比增速分别为39.2%和32.1%，虽然跑赢行
业，但与其他快递上市公司相比仍处下风，其中
2019H1落后于中通、韵达、百世和申通四家近10
个百分点，市场占有率排在第三位。

杨达卿认为，从中国快递业发展趋势看，消
费升级背后必然是服务升级，这个过程中伴随着
头部快递的服务能力突破，承诺达的探索是有益
的，但需要打一场换道发展和服务升级的硬仗。

（综合南方都市报、新京报、燃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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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诺达”陷解散风波背后

换道发展是一场硬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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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连阳”之后，10月15日市场出现调整，三大股指震荡下行，
沪指再失3000点，深成指、创业板指跌幅超1%，沪深两市约40
只个股遭遇跌停板，其中科技股大面积跌停。唯一亮点是消费股。

制图 李开红

A网

经济型经济型
就是大家就是大家
平时使用平时使用
的圆通快的圆通快
递递。。

B网

高端型高端型
圆通打造的城市高频圆通打造的城市高频
配送直营网络配送直营网络，，同城即同城即
时送达时送达，，异地限时送异地限时送
达达。。运送的大多是生鲜运送的大多是生鲜
商品商品、、加急订单等加急订单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