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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谢若琳

2月18日，工信部通报2022年第一
批侵害用户权益的APP，共包含107款
APP，视频、直播软件成为重灾区。

工信部表示，依据《个人信息保护
法》《网络安全法》《电信条例》《电信和互
联网用户个人信息保护规定》等法律法
规，我部近期组织第三方检测机构对移
动互联网应用程序(APP)进行检查，截至
目前，尚有107款APP未完成整改。

总的来看，未完成整改的APP主
要是资讯、视频、直播类软件，包括好
视通云会议、云之家、当贝家、爱音斯
坦FM、今日影视、波波视频、手机电
视、惠头条、龙珠直播、热猫直播、小熊
直播等，问题集中在“强制用户使用定
向推送功能”“违规收集个人信息”“超
范围收集个人信息等”方面。

这是2021年11月1日《个人信息
保护法》实施后，监管部门再度重拳
整顿违规APP。北京市中同律师事务
所合伙人赵铭律师在接受《证券日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首先，大量APP
因侵害用户信息面临下架，表明这些
APP相关企业法律意识淡薄、责任理
念缺失，数据安全意识匮乏。首先，
即便被要求限期整改，也没有按时完
成；其次，这也体现了政府部门监管
力度加强。行政管理和手段持续，企
业监管进一步强化，打击公民信息和
数据安全力度增强，使得相关企业不
敢犯、不再犯、不会犯；再次，《个人信
息保护法》和《网络安全法》绝不是纸
上空谈，数据安全保障也绝非空言，
数据安全将会是未来国家层面较为
重视的一个领域。”

值得一提的是，工信部检测过程中
发现，13款内嵌第三方软件开发工具包
（SDK）存在违规收集用户设备信息的行

为。这些内嵌第三方软件开发工具包
（SDK）的APP包 括 ：秒 验 SDK、Share
SDK、网易七鱼SDK、穿山甲SDK、讯飞
语音识别SDK、金立手机SDK等。

天眼查数据显示，网易七鱼SDK
应用开发者为杭州网易质云科技有限
公司，该公司成立于2016年8月24日，
大股东为丁磊（持股比例99%），主打
产品为“网易圈圈”，是一款应用区块
链技术打造的实名社交平台，区块链
内核的社交积分体系。2020年2月1
日，网易圈圈已停止运营。

而网易七鱼是网易旗下一款2B的
智能云客服平台。对于上述两款APP
的关系，网易方面未对记者作出正面
回应。

一位不愿具名的TMT行业分析师
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内嵌第三方
软件开发工具包（SDK）相当于在软件
开发过程中使用第三方提供的成品开
发工具，使用现成的开发工具可以提
升软件开发效率，但部分SDK会存在
违规获取用户信息的情况，采用该
SDK开发的APP，会在后台自动进行过
度索取信息的行为。”

“上述APP及SDK应在2月25日前
完成整改落实工作。逾期不整改的，
我部将依法依规组织开展相关处置工
作。”工信部称。

赵铭进一步表示，监管部门正在
综合治理和打击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
违法犯罪行为，目前是行政措施、刑事
手段齐抓共管。2021年，公安部联合
中央网信办等部委在全国范围内深入
开展“净网2021”专项行动，公安机关
全年共侦办相关案件6.2万余起，抓获
犯罪嫌疑人10.3万余名。“监管强势出
击，不但要下架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
APP，更要严打幕后涉嫌个人信息交
易等黑产犯罪”。

超100款APP侵害用户权益面临下架
网易七鱼SDK被点名

本报记者 矫 月
见习记者 李雯珊 王镜茹

来自深圳的王女士疫情前几乎
每个月都要去中国香港消费，“这瓶
乳液在商场100毫升就要卖2000元，
在香港专卖店里100毫升才999元，太
划算了！”她对《证券日报》记者说。

但受疫情影响，她抱怨道，“已经
很久没有去香港了。”

不久的将来，王女士在“家门口”就
能实现“剁手”愿望，买到物美价廉的免
税商品。2月18日，深圳正式发布的《深
圳市关于加快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的若干措施》提出，至2025年深圳全市
将新增200家离境退税定点商店。

深圳加码免税店建设

2月18日，深圳正式发布《深圳市
关于加快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
若干措施》（以下称《措施》）。《措施》
涵盖八个部分，共27条，内容包括建
设国际一流商业载体、集聚全球优质
商业资源、培育创新型领军商业企
业、打造多元多层次消费新场景、创
建享誉全球的消费环境、厚植企业发
展的肥沃土壤，健全国际消费中心城
市创建机制等。

值得注意的是，27条《措施》重点
提到，深圳市将争取国家政策支持，
推动建设具有深圳特色的市内免税
店，引导境外消费回流。

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
会委员盘和林告诉《证券日报》记者：

“此举表明消费将成为未来深圳驱动
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深圳将
通过优化消费发展的软环境（营商环
境）和硬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的方式
来推动深圳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着眼于消费者的消费体验，通过土地
划拨，城市规划，聚焦全球优质资源，
形成深圳消费品牌效应。”

根据《措施》，深圳市将加快中英街
振兴发展，打造深港融合特色消费街
区；同时，进一步优化通关和签证便利
措施，完善境外旅客服务中心等配套，
优化“离境退税”服务和加强消费维权，
推动“即买即退”政策落地，探索“电子
退税”政策试点，力争到2025年在全市
新增200家离境退税定点商店。

据了解，目前国内仅有8家企业拥
有免税经营牌照，深圳免税集团是其中
之一。据相关业内专家测算，如深圳能

开设市内免税店，经市场培育，未来有
望能贡献数十亿元的免税销售额。

群雄逐鹿“免税”新赛道

中国消费者已成为全球免税品
消费主力。根据麦肯锡预计，到2025
年，中国消费者将贡献全球近40%的
免税消费总额。

面对国人如此强大的购买力，多地
也纷纷加码免税店建设。上海力争在
2021年实现市内免税店新政策落地，新
增50个离境退税定点商店；成都将在黄
金地段锦江区红照壁开设第一家市内
免税店。除此之外，广州、济南、西安等
地也在计划设立市内免税店。

“建设免税店，一方面可以提振
经济；另一方面也是推动城市整体消
费升级的良好契机。”中山大学岭南
学院经济学系教授林江在接受《证券
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过去的免税
店通常远离城市中心，如今免税店大
多建设在商场内，作为综合类消费的
一种，可以成为带动娱乐、餐饮等消
费品类的重要抓手。另外，从目前来
看，线下免税店更多的是起到示范性
消费作用，消费者可选择通过网上渠
道进行购物。”

“深圳建设免税店有很多优势。”商

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所副所长白
明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首先，深圳是国际化大都市，往来的外
国人很多，且毗邻港澳地区，具有良好
的顾客基础；其次，深圳与香港在地缘
上也较为接近，可以利用香港现有的免
税供应渠道，在拓展免税供应链方面有
得天独厚的条件，免税供应体系可以很
快达到较高水平、较大规模。”

他同时强调，在粤港澳大湾区的
背景下，建立深圳市内免税店，无疑会
提升深圳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定位，增加
深圳的城市吸引力、影响力和竞争力。

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推动免税店的建设，对于深圳
的经济发展非常有利。因为香港现
在疫情较为严重，过关到香港几乎处
于停滞状态，但是大陆居民的需求非
常强劲，深圳免税店的建设有助于更
好地满足人民的消费需求。市内建
设免税店是很多发达国家成熟的模
式。”前海开源经济首席经济学家杨
德龙向记者如是说。

“深圳并不是没有消费力，而是
一部分流进了跨境电商的口袋里，流
进了境外免税店的口袋里。跨境电
商也是深圳很重要的产业，使得深圳

的产品供应链非常完善，以及解决了
不少就业问题。但是从促进消费端
的需求来看，需要通过免税实体店等
措施来激发需求，两者可以达到协同
发力的效果。”深圳市委办公厅相关
工作人员向记者表示。

他还认为，导致深圳消费和其城
市经济地位不匹配的一大原因在于，
本地消费吸引力的欠缺，也就是消费
供给端例如购物设施以及品类等的
选择性较少。深圳北临“千年商都”
广州，南临“购物天堂”香港，跨境电
商也使得部分消费流失，不仅无法

“虹吸”周边城市的消费，甚至导致了
部分本地消费份额的外流。

林江则认为，免税店的设立会倒
逼国内消费厂商提升产品质量，压力
变成动力，更快更好地完成产品升
级；就深圳而言，从两岸共同发展的
角度看，深圳和香港的消费可以做到
互相促进、共同发展，这就需要深圳
进一步落实相关程序和手续进行配
套，真正做到与香港的差异化发展。

据悉，此次27条《措施》将是深圳围
绕建设全球重要商贸中心战略定位，加
快培育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重磅
举措，将进一步推动深圳消费供给质
量、供给体系全面提升。深圳有望在今
年实现社消零总额突破万亿元大关。

深圳争夺免税新赛道
3年要把200家免税店开到“家门口”

本报记者 矫 月
见习记者 李雯珊 肖林秀

曾几何时，供应链概念犹如今天
的元宇宙一样在资本市场备受追捧。

对昔日供应链业务佼佼者飞马国
际来说，可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
西”，如今已陷入企业破产重整和股权
司法拍卖的泥潭中。

破产重整为保壳
股权将被司法拍卖

2月19日，飞马国际发布的《关于
股东飞马投资控股有限公司所持部分
股份将被司法拍卖的提示性公告》显
示，公司第二大股东飞马投资所持的
9102400股将在2022年3月21日10时至
2022年3月22日10时于京东拍卖平台
上进行公开拍卖。

实质上，这次是飞马投资第三次
拍卖所持的飞马国际股权，若此次顺
利将相关股份拍卖，飞马投资仍持有
该公司股份345579649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12.99%；此前飞马投资已于2021
年8月份被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
终止重整程序并宣告破产，其所持公
司股份将被司法拍卖或处置。

由于飞马国际在2018年及2019年
中业绩出现严重亏损，所以自2019年5月
6日起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简称由“飞
马国际”变更为“*ST飞马”。2021年12月
2日公司退市风险警示被撤销，*ST帽子
被摘。缘由是深圳中院于2021年11月份
作出的（2020）粤03破568号之十三《民事
裁定书》裁定确认，公司重整计划已执行
完毕并终结公司重整程序，被实施退市
风险警示的情形已消除。

飞马国际于2008年上市，当时主
营业务为供应链管理服务，主要包括
煤炭及有色金属供应链服务。自2010
开始，公司大力拓展能源类行业供应
链业务，但是受经济周期及大宗商品
价格下行等相关因素的影响，加上公
司管理经营不善，销售费用及财务费
用等大幅增加，公司发展每况愈下。

“当年飞马国际的业务发展比较
激进，当时该公司主要大力拓展能源

类供应链业务，大宗商品供应链要想
获得发展拼的是规模，所以在大宗商
品行情较好的时候进行了大举扩张，
使公司财务费用大大增加。大宗商品
涉及套期保值业务，公司这方面做得
比较差，以至于最后出现扩张规模过
猛和套期保值严重损失的双重打击。”
深圳一位不方便透露姓名的私募负责
人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刘永好接手
飞马国际能否翻身？

根据飞马国际去年发布的《重整
计划》，上海新增鼎资产管理公司（以
下简称“上海新增鼎”）将接手飞马国
际2.87亿股股票，占飞马国际总股本的
10.79%。此后，上海新增鼎再接手
5.09亿股，占总股本的19.11%。目前
上海新增鼎为飞马国际第一大股东，
占比29.90%。

资料显示，上海新增鼎2015年在
上海成立，是专业从事实体资产托管
运营的创新平台，其控股股东是新希

望投资集团，实控人为刘永好。显然，
飞马国际实际控制人已是刘永好。

飞马国际此前对外表示，目前形成
供应链与环保新能源双主业。作为重
整投资人的上海新增鼎将支持、恢复、
发展留存的垃圾发电和供应链等相关
业务，并注入固废处理领域等资产。

据悉，目前该公司环保新能源主
要开展业务包括垃圾发电、污泥处理
等，现年发电量达到2.4亿度，二期扩容
项目全面投产后，垃圾处理能力将达
到1700吨/日，预计年发电量将达到3.6
亿度。飞马国际在2022年1月29日披
露2021年业绩预告，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的净利润为75万元-112万元，
2020年亏损约8.98亿元。

“飞马国际的煤炭供应链业务与环
保新能源的业务之间可能产生的协同效
应分为两种：一种是煤炭可作为垃圾焚
烧的燃料；另一种是飞马国际在其客户
或供应商网络中筛选可能作为新能源业
务的客户或供应商资源，以利于做大新
能源业务，更好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
锦华基金总经理秦若涵向记者表示。

飞马国际破产重整 二股东910多万股股权将被拍卖

本报记者 吴文婧 见习记者 冯思婕

近日，特斯拉大规模召回事件与采
用三花智控膨胀阀有关的消息，将这家
热管理龙头公司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

中国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召
回公告显示，召回范围内部分车辆的
热泵电子膨胀阀定位时会有微小移
动，因软件（2021.44至2021.44.30.6版
本）没有纠正功能，长期可能造成阀门
部分开启，热泵压缩机停止工作，车内
制热功能失效。在上述状态下，尤其
是车外气温低于零下10摄氏度时，挡
风玻璃除霜系统运行达不到国家相关

法规规定的除霜效果，除霜功能下降
对驾驶员视野造成不良影响，从而增
加车辆在寒冷天气行驶时发生碰撞风
险的可能，存在安全隐患。

2月20日晚间，三花智控披露澄清公
告称，截至目前，本公司未收到过特斯拉
关于电子膨胀阀本身与该问题相关的质
量抱怨，此次召回事件与本公司提供
的电子膨胀阀无关。公告显示，经确
认，该问题是由于控制器通信中断所
致，当热泵车型运行软件 (2021.44至
2021.44.30.6版本)受到控制器通信中断
时，车辆软件无法关闭电子膨胀阀。也
就是说，问题车辆召回是软件的“锅”。

记者向特斯拉方面求证该内容，
对方表示：“我们暂时没有这方面的信
息确认。”

对于此次传闻，三花智控股吧也
炸了锅。为了尽快澄清自己，2月19日
晚，三花智控回应媒体与特斯拉“撇清
关系”，其称“网上相关报道失实，公司
从未在公开场合宣称自己是特斯拉的
供应商，这个事情肯定跟我们无关，我
们跟客户有保密协议，即使有也不会
对外公开。”

不过，对于“从未在公开场合宣称
自己是特斯拉的供应商”这一说法，三
花智控恐怕是忘了互联网“有记忆”。

记者在全景网投资者关系互动平
台上查询显示，早在2017年4月份，三
花智控就已经提及，特斯拉是公司正
在收购资产“三花汽零”的客户；而
2017年9月份起与2018年期间，三花智
控曾公开回复投资者公司是特斯拉新
能源热管理产品供应商，与特斯拉签
订了供货合同，产品已在特斯拉多款
车型上配套；公司还公开发表“将随着
特斯拉的产量提升同步供货”“Model3
放量将对公司业绩有提升”等言论。

三花智控在2月15日接受多家机
构调研时提到，目前，产品供不应求，
排产繁忙，生产线正常偏紧的状态。

软件“背锅”？三花智控撇清产品与特斯拉召回事件有关

本报记者 吴奕萱
见习记者 邬霁霞

2月19日，伟明环保发布了可转债
预案（修订稿），公司本次可转债拟募
资14.77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将全部
用于卢龙县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及焚
烧发电项目、昌黎县城乡静脉产业园
特许经营项目（一期）、罗甸县生活垃
圾焚烧发电工程、蛟河市生活垃圾焚
烧发电项目、武平县生活垃圾焚烧发
电项目和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近年来随着我国城市化水平的不
断加快和经济水平的提高，生活垃圾
量增长速度较快，生活垃圾无害化处
理迫在眉睫。作为当今处理生活垃圾
的一种通行方式，垃圾焚烧发电已成
为我国规模较大城市目前的一种现实
选择。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吴利乐博士在
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垃
圾焚烧发电比传统的填埋式处理更具
有优势，对环境更友好，焚烧固体产物
少，对土地资源的需求更少，此外垃圾
焚烧发电不仅可以解决垃圾处理问题，
也可以发电，具有很好的经济效益。随
着城镇化进程逐步深入，垃圾处理需求
增加，垃圾焚烧发电市场需求大。”

IPG中国首席经济学家柏文喜告
诉《证券日报》记者：“垃圾焚烧发电
产业是垃圾资源化、减量化与无害化
综合利用之下的垃圾处理方式所衍
生的细分行业领域，也是环保产业的
一个重要方向，垃圾焚烧发电产业目
前已经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并有着较
好的发展前景。城市化水平的提升
和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所带来的垃
圾数量的快速增长，以及垃圾处理技
术的不断进步和综合利用水平的提

升，是我国垃圾焚烧发电产业发展的
有利推动因素。”

全联并购公会信用管理委员会专
家安光勇则表示：“垃圾焚烧发电并不
是一个简单的，互惠互利、化腐朽为神
奇的双赢过程。首先，并不是所有的垃
圾都是可以焚烧，而且可燃烧的垃圾并
不都适用于发电，有些可燃垃圾在燃烧
时会排放有毒气体。即便是可用于发
电的垃圾，也需要经过分类、干燥等一
些流程后才可以真正发电。所以，考虑
到复杂的流程，以及各地方的垃圾处理
模式，垃圾焚烧发电未必比普通的火力
发电更有价格竞争力。”

“从环保和综合利用角度看，垃圾
焚烧发电的确是有吸引力的。国内大
多数地区都没能形成垃圾分类的习
惯，短期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垃圾焚
烧发电。目前政府积极推进各种减
碳、碳排放权等环保政策，对该行业形
成利好。”安光勇补充道。

伟明环保是我国规模最大的城市
生活垃圾焚烧处理企业之一，公司业
务覆盖垃圾焚烧发电产业的各个环
节，包括核心技术研发、设备研制、项
目投资、建设、运营等全产业链，具备
一体化运作的独特优势。

本次伟明环保募投项目均围绕公
司主营业务展开，卢龙项目、昌黎项
目、罗甸项目、蛟河项目和武平项目目
前均已取得项目所在地政府部门出具
的核准文件，其中罗甸项目、蛟河项
目、武平项目还取得了环评批复文件。

伟明环保表示，本次募投项目建
成投产后，将有助于提高公司垃圾处
理能力，有效扩大公司垃圾处理焚烧
发电规模，提高市场占有率和市场竞
争地位，持续盈利能力将得到不断增
强，将巩固企业市场地位。

伟明环保拟发行14.77亿元可转债
加码垃圾焚烧发电业务

本报讯 2月20日，中信证券发布
最新研究观点称，稳增长政策全面加
码，服务业纾困补齐“短板”，政策的加
码推动行情扩散，投资者集中减仓和
调仓接近尾声，“三底”已依次确认，坚
守稳增长市场主线积极布局。

首先，近期稳增长政策涉及面不
断扩大，制造业升级和新基建助力投
资稳中有进，服务业纾困举措精准指
向消费短板，未来政策不断细化有望
推动消费更快企稳。

其次，前期稳增长主线更聚焦于
低估值的传统行业，政策扩散后预计
稳增长主线将更加多元，稳增长主线
中价值与成长风格更加均衡。

最后，节后第二周市场流动性压力
快速得到缓解，投资者集中减仓和调仓
已接近尾声，海外扰动因素高峰已过，人

民币资产吸引力进一步提升，政策底、市
场底与情绪底已依次得到确认。

配置方面，中信证券建议坚守稳
增长主线，重点围绕“两个低位”积极
布局优质蓝筹。具体包括：一是，基本
面预期处于相对低位的品种，重点关
注前期受成本问题压制的中游制造，
如汽车及零部件、光伏风电设备等，基
本面预期仍处于低位的航空和酒店；
二是，估值处于相对低位的品种，建议
关注地产信用风险预期缓释后的优质
开发商、建材和家居企业，现金流明显
改善的通信运营商，新基建领域的智
能电网及储能和受益“东数西算”的数
据中心和云基础设施，受部分龙头下
跌冲击后的港股内容驱动的互联网龙
头，以及具备新材料等新业务发力能
力的精细化工企业。 （周尚伃）

中信证券：围绕“两个低位”布局优质蓝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