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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访特斯拉上海注册地：
房间杂乱无办公迹象 网传厂址未见开工
证券时报记者 王一鸣
5月 16 日， 上海迎来今夏的首个
高温日， 市区午后气温快速升至
35℃。
与上海天气一同升温的是，各界对
于近日新成立的特斯拉上海公司的关
注度。 5 月 16 日，证券时报·e 公司记者
实地走访了特斯拉上海公司注册地以
及网传的厂址。
工商信息显示的特斯拉上海注
册地为“
浦东新区南汇新城镇同汇路
168 号 D203A”， 位于临近东海的临
港新城区域内。 以浦东陆家嘴地铁站
为起点，若选择公共交通前往约需耗
时 2 小时 6 分钟，选择驾车前往则需
耗时 1 小时 15 分钟， 单程距离逾 70
公里。
证券时报·e 公司记者驾车到达
目的地同汇路 168 号时， 发现该建筑
园区外部悬挂 “
临港人工智能产业基
地”标志牌，由正门进入园区后，大楼
上方“
临港集团”四个字清晰可见。
证券时报·e 公司记者进入大楼
内部后了解，该建筑具体由 ABCD 四
栋相同的建筑组成， 特斯拉注册地则
位于 D 栋区域， 查询商户信息牌发
现，D 区 203A 尚未更新为“
特斯拉上
海公司”，相关信息仍显示为某船务代
理公司。
记者随后步入 D 区二层，在边侧
一个通道内找到了 D203A，房间内较
为杂乱并未有办公迹象，而 D203B 则
由另一公司所租用， 其余附近租户多
为报关或贸易公司。
“
D203A 应该只是作为一个注册
地。 听说是相关方看到空着就租用
了。”一位接近物业的人士告诉证券时
报·e 公司记者，“
D203 分 为 A、B 两
间，为不同公司所租用。 D203A 实际
空置已久，近期才被相关方所租用。 ”
但他并未向记者透露相关方具体何时
租用。
另据记者走访了解， 在该产业基
地内，已有人工智能企业及项目落户，
例如在 D 区一楼就有“
人工智能——
—
上海脑智工程”，二楼也有脑智工程相
关装修项目等。 对于特斯拉上海注册
于此以及是否将与该基地展开合作等
问题， 大楼物业相关人士仅向记者确
认“
D203A 确为特斯拉上海的注册之
用，其他均不清楚”。
此前， 上海临港董事长袁国华曾
告诉证券时报·e 公司记者，他正在密
切关注特斯拉新设立上海公司事宜，
但目前并未掌握更多具体的信息。
“
近日特斯拉独资在浦东注册成
立公司， 是特斯拉在中国正常的业务
发展需求。 ” 5 月 15 日临港管委会相
关负责人表示， 上海市政府很支持创
新以及新能源汽车的发展， 也很看好
特斯拉在中国以及全球的发展。 特斯

庞大集团因信披违规
遭证监会处罚
证券时报记者 康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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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非常认可上海良好的投资环境以及
各项优势。 上海市政府和特斯拉一直
都保持着良好的沟通， 都希望尽力促
进中国新能源汽车行业的发展。
据记者了解，在此之前，特斯拉已
先后在浦东设立全国第二个、上海首个
超级充电站， 华东地区最大的服务中
心、 特斯拉新能源汽车华东区总部等。
自去年开始，特斯拉将在上海建厂的消
息频出，特斯拉方面也曾表示预计会在
未来 3 年内开始在中国生产电动汽车，
但目前官方尚未公布具体信息。
从特斯拉上海公司的经营范围来
看，其从事电动汽车及零部件、电池、
储能设备、 光伏产品领域内的技术开
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技术转让，上
述同类商品的批发、佣金代理（
拍卖除
外）及进出口业务，并提供相关配套服

务，电动汽车展示及产品推广。
虽然新公司经营范围中尚未包含
“
汽车生产、制造”等，不过由于其成立
时点距离特斯拉 CEO 马斯克一季报
会议上谈及将计划在中国兴建超级工
厂仅一周，外界对此仍充满想象。
“
两者应该有一定联系。 ”中国汽
车流通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李颜伟告
诉证券时报·e 公司记者，电动汽车的
零部件企业大都聚集在长三角地区，
这一区域物流配送效率高， 适合建厂
生产。 “
除了上海就是南京周边，当然
上海的可能性最大。 ”李颜伟说。
5 月 16 日下午，沪上一家券商的
汽车分析师与证券时报·e 公司记者
在上海成立的这家特斯拉
交流时说：“
从注册性质上看不是生产性质， 但我
认为未来在华生产对特斯拉来讲还是

具有很大吸引力， 可以带动销量的上
升和成本的下降。 ”
值得注意的是， 近期网传的特斯
拉将在临港地区建厂一事似乎 “
有板
有眼”，并一度还有消息称该工厂已开
工。 对此，证券时报·e 公司记者 16 日
下午在离开特斯拉上海注册地后继续
驱车 10 公里，来到位于东海海堤边上
的网传建厂地址予以走访。
记者在现场看到， 该网传厂址介
于一家造船厂及制造业公司之间，绿
草如茵，并未见任何开工迹象。 对于特
斯拉在华建厂事宜， 特斯拉中国相关
人士向证券时报·e 公司记者回应称
“
没有进一步信息可以分享”。

国内ED患者有1.4亿？
分析师称数据来自医学教授报告
证券时报记者 童璐
常山药业援引机构 “
国内 ED 患
者人数约 1.4 亿”的公告，股价上涨的
同时也引发市场一片哗然，“
1.4 亿阳
痿患者”的消息不仅吓坏了网民，也急
坏了证券研究机构。
在深交所问询函下， 常山药业
16 日补充公告，称原公告中对于 ED
患者人数的数据是通过网络检索取
得并节选了国信证券 2014 年 5 月底
发布的相关研究报告，公司证券部未
向报告撰写方咨询其数据来源以及
计算方法，未对其数据是否准确进行
核实。
证券时报·e 公司记者翻阅了上
述完整的国信证券研究报告，执笔上
述研报的证券分析师杜佐远目前已跳
槽至太平洋证券。
记者还发现，不仅国信证券前证
券分析师研报中有这个数据，在平安
证券、东吴证券和摩根士丹利的研究
报告中，都有相近的表述。 进一步搜

索相关医学专业文章，也有相关数据
支持。
“
ED（
Erectile Dysfunction,勃起功
能障碍）跟阳痿不是一个概念”，杜佐
远表示压力很大，“
大家都盯着 1.4 亿
这个数据”，但他这个数据是根据医学
学者的调查结果推出的。

1.4亿是怎么来的？
翻阅 2014 年 5 月国信证券《
医药
保健： 抗 ED 药物专题研究 色不可
戒，抢仿来袭》，这篇研报主要谈的是
市场对“
伟哥”到期后带给仿制药企业
的市场机会。 其中表示，国内 ED 患者
人数约 1.4 亿人， 假设 30%接受治
疗，则接受治疗人数 0.42 亿人：中国
总 人 口 13.54 亿 元 ， 男 性 占 比
51.25%，其中 20 岁以上占 76.98%，
20 岁以上 ED 患病率 26.1%。
因此，ED 患者人数 13.54*51.25%
*76.98%*26.1%=1.4 亿人。
但 26.1% 的 数 据 又 是 从 何 而 来

呢？ 杜佐远表示，他的数据来自于北
京大学人民医院教授王晓峰 2010 年
做的报告《
勃起功能障碍诊治进展》。
在“
中华医学会男科学分会成立十五
周年庆典 暨 第 五 届 中 国 男 科 论 坛 ”
上， 王教授引述称的中国 11 个城市
门诊 ED 患者流行病学数据显示，中
国内地男性 “
弱症”(勃起功能障碍
ED) 总患病率已达到 26.1％,40 岁以
上人群患病率为 40.2％, 中度和重度
患者明显增加。
实际上，尽管时间已经过去多年，
但其他券商及医学研究中提到的 ED
患者数量也相差无几。
在摩根士丹利为白云山出具的一
篇研报中， 表示中国合计有 1.27 亿
ED 患 者 ，40 岁 以 上 的 患 病 率 高 达
46%。 平安证券的研报中也援引了
1.27 亿的数据。
去年 12 月最新出具研报的东吴
证券则表示，40 至 70 岁的男性中，
不同程度的 ED 比率高达 52%。 根据
临床统计的数据，我国 3 亿成年男性

中，ED 高达 8000 万人， 市场空间非
常大。
也有相对保守的数据。 广生堂在
2016 年 11 月的公告显示，保守估计，
全世界约有 1 亿以上的男性有不同程
度的勃起功能障碍，

患者真有这么多？
“
中国 ED 患者的数量，并没有统
一标准。 欧美和国内的发生概率基本
是一致的，” 另一位不具名的医药行
业研究员向记者表示对此事不便评
价，“
但杜佐远本人的报告一直质量
不错，这个数据也是有来源的。 ”另一
方面，网民的“
常识”和专业人员里的
数据、事实有差距也很正常。
“
ED（
Erectile Dysfunction,勃起功
能障碍）和阳痿并不是一回事”，杜佐
远本人表示， 可能统计的时候把轻微
ED 的人数也算进去了，所以看起来人
数比日常生活中感觉的“
阳痿”患者要
庞大得多。

刚脱手旗下 5 家奔驰 4S 店的庞
大集团(601258)，去年被证监会立案
调查，一年后结果披露。
5 月 16 日晚，庞大集团公告收到
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经查，
证监会《
公司实控人庞庆华、 公司涉嫌未如实
披露权益变动情况， 未按规定披露关
联交易， 未披露自身涉嫌犯罪被司法
机关调查等违法事实。 证监会拟决定
对庞大集团给予警告，并处 60 万元罚
款；对庞庆华给予警告，并处以 90 万
元罚款；对相关当事人武成、刘中英给
予警告并处罚款。
证监会调查发现， 庞大集团第一
大股东庞庆华， 与第二大股东信达民
公司为一致行动人。
2015年 3 月 4 日， 庞庆华披露
《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称 2015 年
2 月至 3 月期间信达民公司累计减
持 5%的“
庞大集团”股票。 但庞庆华
作为信息披露义务人，未如实披露其
一致行动人当时仍实际控制和拥有
庞大集团”股票的事实，遗漏披
相关“
露其通过涉案收益互换进行融资的
安排。
调查发现， 庞庆华为庞大集团的
实际控制人，同时为为冀东物贸、中冀
贸易的实际控制人，冀东物贸、中冀贸
易为庞大集团的关联方。 2015 年 3 月
至 5 月期间， 庞大集团及其子公司与
冀东物贸、 中冀贸易发生多笔非经营
性资金往来，构成关联交易。庞大集团
对其与关联方发生的上述关联交易应
当予以披露， 但庞大集团并未按照上

述规定履行相应的信息披露义务。
另外，2016 年 10 月 24 日， 公安
调查取证通知
机关向庞大集团出具 《
书》。 同日，公安机关对庞庆华进行讯
问并制作讯问笔录，向庞庆华出具《
犯
罪嫌疑人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一年
后的 2017 年 3 月 27 日， 公安机关向
庞大集团出具《
撤销案件决定书》。 但
庞大集团并未按照规定履行相应的信
息披露义务。
值得注意的是， 近期庞大集团动
作不断，先后与广汇汽车和 58 集团在
汽车业务上交易频繁。
今年 5 月 14 日庞大集团公告，公
司及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洛阳奔驰与广
汇汽车签署《
收购协议》，拟转让公司
及洛阳奔驰合计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
司下属五家子公司赤峰奔驰、 德州奔
驰、唐山奔驰、邯郸奔驰及济南奔驰的
100%股权，本次交易完成后，广汇汽
车即间接持有上述公司的 100%股权。
上 述 资 产 转 让 价 款 拟 定 为 12.53 亿
元， 预计给本公司带来的收益为 6.16
亿元。
今年 5 月 8 日，58 集团与庞大集
团宣布共同出资成立汽车电子商务
公司布局二手车领域，为用户提供 58
金融的汽车融资租赁服务，提供全面
的互联网汽车生活服务，共同打造互
联网与线下结合的新型汽车零售模
式。 58 集团副总裁丛林表示，58 集团
将通过强大的互联网平台和流量优
势， 结合庞大集团在车源和 4S 店渠
道优势，为消费者提供海量车型的金
融租赁服务，共同探索互联网汽车电
商服务模式。

爱尔眼科董事长陈邦：
眼科医疗行业十年内无瓶颈
证券时报记者 邢云
爱尔眼科(300015)2017 年度股东
大会5月 15 日下午召开，来自海内外的
100 多位投资者， 就公司发展战略、经
营业绩、并购基金、合伙人计划进展等
方面与公司管理层展开交流。
“
市值 700 亿只是公司的起点”，
会上， 董事长陈邦笑言公司正处 “
少
年”：未来 5~10 年的时间内，希望公
司仍将保持 30%的业绩增速。
财报显示，“
少年爱尔” 的白马气
质凸显。 2017 年年报显示，爱尔眼科
全年实现营业收入 59.63 亿元， 同比
增长 49.06%；实现扣非后归属净利润
7.76 亿元，同比增长 41.87%；经营性
净现金流达 13.30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71.67%。
2017 年，公司三大核心项目增长
强势， 屈光项目收入同比增长
69.23%， 白内障项目收入同比增长
44.43%，视光服务项目收入同比增长
34.36%。 此外，报告期内公司实施投
资收购， 医院数量增加带来经营规模
同步增长。
让陈邦信心满满的是公司所处的
市场空间。 随着眼科医疗市场规模不
断扩大和格局演变， 陈邦认为行业发
展 10 年内没有瓶颈。
陈邦表示， 中国地县级基层人口
基数巨大，但医疗条件较差，公司现在
重点战略是壮大人才队伍， 将重心下
沉， 完成网络布局， 掌握眼病医疗入
口，符合国家分级诊疗的发展导向。
就在会议期间， 董秘吴士君在长
沙爱尔眼科医院新配的眼镜送到，他
风趣地说，因日常工作高度用眼，所以
这个年纪视力还在下降，这反映了“
屏
读”时代眼科的广阔市场空间。
在网点布局方面，陈邦表示，此前
公司的目标是在 2020 年在全国开设
千家医院，因为网点医院体量的差距，
公司用更准确的说法描述爱尔眼科的
布点策略：即在 2020 年，爱尔眼科网

点基本覆盖全国城乡县域。
陈邦表示， 公司正处于实现战略
演变的标志之年，“
十三五”期间，爱尔
眼科将打造“
眼健康生态圈”，逐步实
现从“
做大”到“
做强”的战略演变。
报告期内， 公司以 27.60 元的高
发行价完成定增， 募集资金 17 亿元。
其中， 知名投资机构高瓴资本认购达
60%，一举跻身公司第六大股东。
通过定增项目的成功实施， 公司
实现了爱尔产业并购基金从项目培育
到注入的首次闭环运行。 在内生增长
强劲的同时， 爱尔并购基金储备的大
批项目陆续成熟， 未来有望进一步推
动公司业绩的高速增长。
陈邦称：“
高瓴资本当初进来的时
候， 似乎价格很高， 现在看来却又很
低， 所以投资者问我公司的股价现在
到底如何，我也不知道。但我所知道的
是，只要你持有爱尔眼科，拉长时间来
看，公司的回报不会让你失望。 ”
从投资者回报角度而言，爱尔眼
科自上市至今累计现金分红、送红股
18.17 亿 元 ， 是 IPO 净 募 集 资 金 的
2.03 倍。
此外，值得关注的是，公司国际化
战略取得重大进展。去年 3 月，爱尔眼
科斥资 1800 万美元收购美国著名的
MINGWANG 眼科中心 75%股权；8 月
又斥资 1.52 亿欧元，完成对欧洲最大
眼科连锁机构巴伐利亚眼科集团
86.83%股份的要约收购。
通过上述收购， 公司一举成为全
球最大的连锁眼科医疗机构， 形成跨
越亚美欧的网络布局。据悉，爱尔眼科
在加快推进“
全球一盘棋”，通过深度
开发全球资源优势， 着手发力高端眼
科医疗，满足国人的多元化医疗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