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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涉案账户若获益，需要“吐”出来

近日，证监会的一则处罚，让黄晓明紧随老同学赵薇之后，成为资本市场
的焦点。

8月10日，证监会处罚决定书显示，“民间股神”高勇因3年前操纵精华制药股
价，非法获利8.97亿元，收到的18亿元天价罚单。此次案件中，高勇通过其成立的
私募基金管理公司，从其控制的信托账户和另外14个自然人出借账户处，聚集超
过20亿资金。其中涉事14个自然人账户之一的“黄某明”被外界猜测为娱乐明星
黄晓明。

对于外界猜测，黄晓明工作室第一时间发声明称，“并不认识高勇，没有因任何
股票问题被调查或处罚。”但8月14日，《财新》报道，“高勇股票操纵案中的自然人
账户之一确实为影视明星黄晓明名下账户”，再次把“黄教主”推上风口浪尖。

黄晓明卷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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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口水运资金净流入

北京时间8月14日凌晨，美股上
市的特卖电商唯品会（vip.com，

NYSE：VIPS）披露了其未经审计的2018
年第二季度财务报告。财报数据显示，
唯品会二季度净营收总额为207亿元人
民 币（约 合 31 亿 美 元），同 比 增 长
18.4％，实现23个季度连续盈利。本季
度，唯品会归属股东净利润为6.816亿元
人民币（约合 1.03 亿美元），同比增长
76.4%。

自营服饰穿戴品类作为唯品会的
核心业务，在二季度维持着稳健的业绩
增势，其电商领域护城河优势不断加
深。二季度，唯品会订单数1.113亿，同
比增长31%，自营服饰穿戴品类持续推
动唯品会的盈利增长。

“商业的本质是持续提供用户想要
的东西，为用户创造价值”，唯品会董事
长兼首席执行官沈亚表示，“我们将继续
保持正品特卖的品牌定位，把‘货’作为
战略聚焦，以货找人，强化唯品会作为特
卖电商的核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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粘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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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止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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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客户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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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深度折扣专家，唯品会专注
特卖领域已十年，但对于特卖生态的
布局从未止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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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艾瑞数据显示，2018年微商行业
总体市场规模将超过7000亿元。唯
品会已与超过6000家国内外知名品
牌达成长期深入合作，在服饰穿戴行
业有较深的护城河。唯品仓将以此
为杀手锏，联动品牌方，为代购提供
快速流转的高性价比尾货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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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王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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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周二沪指低开，盘中弱势
震荡，收盘下跌，你怎么看？

答：尽管政策面利好不断，但
市场人气依然低迷，伴随地量的
再次出现，市场盘中弱势震荡直
至收盘，各股指均结束三连阳。
截至收盘，两市涨停34只，跌停5
只。技术上看，各股指收盘时仍
站在 5 日、10 日均线之上，且 5
日、10日均线呈现金叉状态，由
于没有成交的配合，短期震荡时
间太长，使得短期股指冲高力度
不足；60分钟图显示，尽管各股指
60分钟MACD指标仍保持金叉状
态，但收盘时仅沪指仍守住5小
时均线，显示短期俯卧撑行情仍
在上演。期指市场，各合约累计
成交、持仓均略减，各期指合约负
溢价水平整体继续缩减。综合来
看，短期向上攻击力度因成交不

足出现衰减，因此A股采取以时
间换空间的方式横向震荡，不过
从走势来看近几日仍能在盘中探
底后重新回升，说明市场重心整
体在上移，因此短期仍不宜过于
悲观。

资产：周二按计划持股。目
前持有工大高新（600701）11万
股，南玻 A（000012）19.55 万股，
宜安科技（300328）10万股，洽洽
食品（002557）4.5万股，泰禾集团
（000732）6.5 万 股 ，合 肥 城 建
（002208）8.5 万 股 。 资 金 余 额
2343694.39 元 ， 总 净 值
7715114.39元，盈利3757.56%。

周三操作计划：工大高新因
重组停牌，宜安科技、南玻A、合
肥城建、洽洽食品、泰禾集团拟持
股待涨。

胡佳杰

行业资金流向方面，8个行
业资金净流入，其中港口水运、公
用事业、煤炭采选等行业资金净
流入。53个行业资金净流出，其
中电子元件、软件服务、电子信息
等行业资金净流出。

龙虎榜显示，1只个股获机
构净买入。

个股提示
东方新星（002755）公司为

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是工程勘察
与岩土工程施工一体化、工程总
承包与工程项目咨询管理的综合
性工程公司。14日获机构净买
入562万元。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赵雅儒

东兴证券：
用友网络(600588)
云业务收入高速增长

投资要点：公司2018年半年
报显示，实现营业收入 30.06 亿
元，同比增长37.10%；实现扣非归
母净利润1.04亿元，较去年同期
扭亏为盈。受益于云服务及金融
业务的高速增长，公司净利润较
去年同期实现了大幅增长。持续
加强研发投入及渠道建设，云业
务拓展成果喜人。公司期间费用
率的大幅下降，是公司净利润大
幅扭亏为盈的另一重要因素。

投资评级：看好公司以用友
云为核心，云服务、软件、金融服务
融合发展战略的稳步推进，看好公
司云业务未来的高速成长空间，看
好公司基于产品技术、营销服务网
络、客户基础等竞争优势在未来的
企业云市场长期占据龙头地位。
首次覆盖给予“强烈推荐”评级。

中泰证券：
菲利华(300395)
分立器件营收增长

投资要点：半导体景气向上
致营收增速维持高位，叠加军工
平稳增长，两者贡献主要营收和
利润。公司是国内石英玻璃行业
龙头，在半导体和军工用石英玻
璃材料领域拥有核心竞争优势。
随着半导体产业链向国内转移，
公司作为研发和技术龙头，有望
加速实现进口替代。另外，公司
积极提升合成石英材料产能并进
行高性能增强纤维复合材料的研
发，后续有望形成新的利润增长
点。

投 资 评 级 ：预 计 公 司
2018-2019年实现归母净利1.69
亿元和2.24亿元，当前股价对应
PE分别为28倍和21倍；维持“增
持”评级。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朱雷

8月14日晚间，成都市路桥
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证券代码：
002628）发布公告称，于8月14
日收到公司董事长周维刚，董事
王继伟、邱小玲、冯梅及罗琰皆
因因工作原因，提交的书面辞职
报告。

公告同时公布了独立董事
对于公司董事长辞职的独立意
见，称鉴于周维刚等人辞职，将
导致公司董事会成员低于法定
人数，在股东大会选举新任董
事到任之前，周维刚仍将按照
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履行董事职责，其辞职不会影
响董事会的运作以及公司正常
生产经营。

此次董事辞职或与成都路
桥控股股东换人有关，今年1月
成都路桥发布公告称宏义嘉华
拟豪掷约22亿元成为成都路桥
的控股股东。

但在今年5月，成都路桥曾
收到四川证监局关于上述股权
转让协议履行进展的问询函。
成都路桥给予的回复为第一期
支付已按约定完成，包括郑渝力
及道诚力公司与宏义嘉华签订
的《股份收购协议》，宏义嘉华向
双方开立的共管账户支付的股
份收购价款1.71亿元，以及根据
李勤与宏义嘉华签订的《股份收
购协议》，宏义嘉华向李勤账户
支付的股份收购价款 4700 万
元。总价近20亿元的第二期支
付则由于支付条件未达成而尚
未完成。

7月23日，成都路桥则再度
发出公告，表示宏义嘉华出具
《回复函》称公司与郑渝力及道
诚力公司就第二期股份转让价
款的支付事宜正在重新签署共
管协议并确定共管账户，宏义嘉
华将于共管协议签署后支付第
二期股份转让价款。

7月底，成都路桥因受游资
追捧曾走出“八天七板”的强势
行情，不过从8月开始成都路桥
开始回调。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见习记者 申梦芸

成都路桥董事长

辞职

扫二维码
看更多成都路桥新闻

“民间股神”高勇代明星、富商理财
根据证监会披露的行政处罚决定书，高

勇现年44岁，出生于1974年12月，黑龙江省
牡丹江市人。

高勇是北京护城河投资发展中心（下简
称护城河投资）的合伙人。天眼查数据显示，
高勇拥有该公司10%的股权，路雷是护城河
投资的法人代表，并持有该公司65%的股权。

在过往的媒体报道中，高勇的资料较少，
其身份较为神秘，不过其私募合伙人路雷，媒
体曝光度较高，坊间号称“民间炒股大赛冠
军”，总结出“闯关理论”、“中线为王”、“强势
理论”、“技术分析六步选股法”等理论，曾在
知名电视栏目任主讲嘉宾。

在这起数额巨大的股票操纵案中，高勇只
是前台操盘手，高勇以成立的私募公司为平
台，吸引多个高净值客户委托其管理证券账
户，涉案账户既有伞形信托账户，又有多个自
然人账户。账户名义人包括影视明星、商业富
豪等，其中就包括影视明星黄晓明，以及富商
黄如论旗下公司董事黄涛、张海燕。控制的账
户资金总量巨大，涉案金额超过20亿元。

黄晓明账户参与涉案股票交易
处罚决定书显示，高勇操纵的14个委托

交易账户其中之一，为黄某明账户开立后由
其母亲张某霞管理使用，并经过护城河投资
另一个合伙人路某介绍，张某霞将黄某明账
户部分委托高勇管理，该账户涉案交易由高
勇作出。

而公开信息显示，黄晓明母亲名为张素
霞，这一细节让外界纷纷猜测，黄某明就是演
员黄晓明。

在精华制药2015年中报中，黄晓明曾以
143.66万股的持仓位列该公司第九大流通股
东，时至当年的三季报中，黄晓明又从前十大
流通股股东名单中消失，当年精华制药的一
季报中，黄晓明未出现在重要股东名册。

这意味着，黄晓明名下的证券账户大可
能是在二季度前后短暂且大额买卖了精华制
药，这与高勇操纵精华制药的时间段落（1-7
月）出现了高度重叠。

大玩文字游戏的声明最终被打脸
8月11日，黄晓明工作室对此发布声明

称黄晓明并不认识高某，也未参与任何操纵
股票行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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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这份声明最大的槽点在于，这份声明
既没有否定黄晓明的账户是由高勇操作，也
没有否认黄晓明的账户参与操纵精华制药股
价。让人觉得这份声明是在玩文字游戏。

然而，文字游戏玩得再好也还是敌不过
实锤，8月14日，据财新报道，高勇股票操纵
案中的自然人账户之一确实为影视明星黄晓
明名下账户。

据《经济观察报》报道，证监会稽查人员
在办案期间曾致电黄晓明，黄晓明曾挤出时
间与调查人员见面三个小时。

涉及股价操纵事件的账户是否需要被追
责，接受记者采访的多位律师表示，如在知情
而不阻止的情况下委托给股价操纵人的账
户，需要承担法律责任，若对操纵事件不知
情，则不需承担法律责任。涉案账户获得收
益，则需要“吐”出来。

综合《财新》《财经》《21世纪经济报道》
《北京商报》《经济观察报》

漫画 杨仕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