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责编：苏广华 美编/本版制图：余永康 校对：叶春晖

中秋节前推“人造肉”月饼

双塔食品4个多月股价翻了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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刷卡消费然后还款， 本是信用卡使用基

本常识。有些人却不走“寻常路”，搞起了用同

一张卡反复套现还款， 甚至有人借此开发

APP做起了所谓“智能还款”生意。 然而这些

铤而走险的人有不少被坑了。 近日， 一位使

用过智能还款 APP的持卡人，由于被 APP 窃

取了重要信息而遭遇盗刷。广发信用卡提醒，

智能还款 APP 还款风险大，建议持卡人选择

银行渠道安全还款。

智能还款有信息失窃风险?�还将加重负担?�

持卡人彭先生日前致电某银行反馈卡片

在境外网站被盗刷。 经银行了解， 彭先生此

前还信用卡欠款时使用了代还款软件。 根据

软件提醒，彭先生上传了身份证照片、信用卡

卡号、有效期、CVV2码等。 从而，在某境外网

站，彭先生的卡片遭遇了盗刷。

据了解， 不少智能还款软件在开通业务

时明确要求客户需要完成身份验证、手机认

证、 信用卡认证等。 整个过程客户被要求填

写提供信用卡交易密码、 信用卡 CVV2 码等

多项核心信息。 在平台资质得不到保证的情

况下，个人信息安全存在巨大隐患，一旦不法

平台掌握了这些核心信息， 信用卡就有被盗

刷风险。

其实，智能还款软件非但不能还清信用

卡账单，还会加重还款负担。 究其原因，还款

软件的本质是反复套现，即使用卡片可用额

度， 利用账单日和还款日之间的时间差，将

预留额度套现出来偿还当期账单。 如此往

复，将账单循环延后，只是推迟了持卡人所

需还款的时间。 这种操作虽然会解一时的燃

眉之急，但占还款总额的 0.5%至 1%不等的

手续费其实增加总还款负担。由于智能还款

软件一般套现的次数多达二十余次，同比信

用卡分期， 一般每期手续费为分期本金的

0.65%-0.75%，有 3-24 期可灵活选择。 不管

是从期数还是费率，选择银行渠道分期安全

划算。

反复套现可能犯罪?安全还款还是看银行

广发信用卡相关人士表示，频繁且有规律

的套现操作几乎逃不过银行风控系统的监控，

一旦被确认为存在违规操作，可能面临授信额

度降低的后果，严重者还会受到法律惩处。

相比之下， 银行还款渠道免手续费且正

规安全，是最值得倡导的还款渠道。 目前，各

大银行普遍有自己的专属 APP 和微信公众

号，登录个人账户即可还款。另外值得一提的

是， 还有银行针对信用卡还款上线了提前还

款理财业务，比如广发信用卡近日上线的“提

前还款理财”，用户开通之后，在还款日前存

入资金将自动转入理财余额并申购对应基金

产品， 每天获得收益； 当用户账单到还款日

时，系统将根据未还欠款赎回对应基金份额，

还款日自动还掉账单。 所以，用银行 APP 还

款渠道，省心安全，还没有高额的手续费用。

广发信用卡相关人士表示， 理性消费是

合理使用信用卡的前提， 消费者要增强风险

责任意识，使用信用卡时应量入为出，考虑个

人偿还能力，避免冲动消费，在产生信用消费

后，应记牢还款日期，选择正规还款渠道，按

时足月规范还款，认真履约，避免因逾期而使

个人征信受损。

滥用智能还款被盗刷？

用发现精彩 APP 还信用卡安全且赚钱

□

信息时报记者 梁诗柳

中秋佳节即将来临， 除了传统口

味的月饼，今年“人造肉”月饼也横空

出世，试图分得一杯羹。继前期1000份

月饼被抢购一空后， 昨日双塔食品电

商渠道宣布， 再度推出少量素肉月

饼。 记者看到， 与上次短时间内售罄

不同， 截至昨日18:00， 约500份素肉

月饼仍有93件库存。 不过， 在搭上

“人造肉” 概念后， 双塔食品股价早

已实现翻倍 ， 5月以来涨幅高达

130%。 有业内人士认为， “人造肉”

产品当前还属于相当初级的阶段， 距

离真正的大规模生产、 消费应用还有

一段距离。 且目前“人造肉”市场体量

较小，国内“人造肉”不流行的原因主

要是植物肉不符合国人的消费习惯

和素食主义并不盛行。

试水“人造肉”月饼

中秋节前夕， 双塔食品一则公告

完美踩上了节日的热点。“双塔食品

法式素肉月饼将于9月9日上午9:00在

企业店铺再次上架销售，数量有限。 ”

在首次销售大获成功之后，昨日双塔

食品在电商渠道再度上架“人造肉”月

饼。记者在双塔食品相关淘宝店看到，

这款名为法式素肉月饼建议零售价为

168元/份，产品规格为8个装，每个月

饼55g。 与传统的月饼相比，价格差异

不大。如广州酒家一款七星伴月礼盒，

价钱约为198元。

双塔食品所说的豌豆蛋白素肉，

也就是俗称的“人造肉”。9月4日晚间，

双塔食品发布公告称，近期研发出了

豌豆蛋白素肉月饼、豌豆蛋白素肉馅

料部分产品。 据介绍， 该类产品主要

以豌豆组织蛋白、豌豆拉丝蛋白为原

料，具有无常见过敏源、无转基因、无

胆固醇、不含抗生素等特点。 对于上

述产品对公司业绩的贡献，双塔食品

表示尚取决于相关政策、实际市场销

售情况。

9月6日， 双塔食品首次上架销售

的素肉月饼短时间内即被抢购一空。

淘宝客服告诉记者， 当日共上线了

1000份月饼， 具体售罄时间没有统

计。 但在投资者互动平台， 投资者的

相关提问透露出当日这款“人造肉”

月饼大约3分钟就被抢完。 记者在相

关评论看到， 不少买了这款素肉月

饼的是双塔食品的股东。 如一位ID

为“逸**璐” 的消费者评论道： “作

为双塔食品的股东过来捧个场， 味道

总体可以， 淡淡的肉丝很有嚼劲”。

另一投资者则直接发出鼓励， 希望双

塔食品能“打造中国‘人造肉’ 第一

品牌”。

然而， 昨日这款“人造肉” 月饼

销售速度出现放缓迹象。 记者在淘宝

发现， 在昨日早上9:02， 这款月饼的

库存量为489件， 而截至18:00， 库存

还有93件。

股价与概念齐飞

事实上，在“人造肉”月饼成功研

发的公告发出之后，双塔食品的投资

者就炸开了锅， 有投资者还在展望接

下来会有几个涨停板。 昨日， 双塔食

品收涨1.59%，报收8.97元。

拉长时间线看，在搭上“人造肉”

概念后，双塔食品的股价便一路攀升，

短短4个多月实现了翻倍。5月3日，“人

造肉”第一股Beyond Meat公司在纳斯

达克上市，当日大涨163％。 这也导致

“五一”假期后，A股“人造肉”板块出

现躁动，接连被资金炒作。 其中，丰乐

种业、 哈高科、 维维股份等连续攀升

后，这些公司先后辟谣称没从事“人造

肉” 业务。 而双塔食品则大方承认从

事着“人造肉”相关业务。6月6日，双塔

食品在投资者互动平台上表示， 公司

的蛋白原料有通过经销商供应Be－

yond meat， 目前属于间接供货状态，

并明确表示公司所生产的豌豆蛋白产

品可以用作生产“人造肉”的原材料。

半年报显示，双塔食品“食用蛋白”

产品上半年实现营收为2.93亿元， 同比

增长16.73%，占营收比重为26.15%。

Wind数据显示，“人造肉”概念股

共有18只， 超七成在5月6日以来实现

上涨。具体来看，双塔食品共有15个交

易日出现涨停， 区间涨幅高达130%；

哈 高 科 、 丰 乐 种 业 分别 上 涨 了

112.89%、88.07%。

“人造肉”尚处初级阶段

相关公告显示， 双塔食品还与珍

肉(

北京

)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下称 “珍

肉”

)签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确

立了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记者关注到，

珍肉是今年8月16日新成立的公司。

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蓬对信

息时报记者表示，“人造肉” 目前尚处

于相当初级的阶段， 距离真正的大规

模生产、 消费应用还有一段距离。 当

前大部分消费者还将“人造肉”等同于

素食，但事实上并不是一回事。“双塔

食品有往这方面发展的机会， 但现在

还不成熟。 双塔食品这个时候推出

‘人造肉’月饼，其实炒作的意义大于

实际对业绩的影响。 ”朱丹蓬认为。

记者采访到的另外两位证券公司

食品分析师则认为，中秋节即将来临，

现在已不是月饼销售黄金时间， 双塔

食品此举耐人寻味。不过他们也表示，

由于没有直接覆盖研究“人造肉”板

块，无法有更深入的分析。

兴业证券研报表示， 国内“人造

肉”市场规模较小，尚无“人造肉”行业

巨头。 中国目前仅有从事植物肉业务

的公司，主要为深圳齐善食品、江苏鸿

昶食品和宁波素莲食品， 体量较小。

国内“人造肉”不流行的原因主要是植

物肉不符合国人的消费习惯和素食主

义并不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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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正证券：从行业层面来看，目前“人造肉”产业仍处于起步阶段，北美市

场“人造肉”销量占肉类市场份额还不足

1%

。考虑到“人造肉”的成本可接受，

且相对更为环保健康等特点，未来“人造肉”市场规模有望保持较高速的增

长。 落脚到

A

股市场，目前植物性蛋白“人造肉”成本相对较低，因而更具备

商业化基础，其上游原料多为豆类，相关的种业公司、豆类贸易商或豆制品深

加工企业或有望受益“人造肉”需求的逐渐释放，带来业绩的明显改善。

银河国际：“人造肉”在短期内不太可能取代真正肉类，主要

是由于“人造肉”成本较高、产能有限和消费者偏好所致，但虽然

如此，随着更多新公司进入该行业以及“人造肉”成本降至与畜

肉相若，这些障碍将会消除。 这对肉类生产链的长期影响可能是

深远的。 如农作物供应商可能会受益于更大的需求， 因为

Be鄄

yondMeat

和

ImpossibleFoods

等“人造肉”类供应商

在提升份额后持续增加产量。 目前，由于成本等原

因，豌豆一般被用作“人造肉”的植物蛋白质来源，

但也可使用其他农作物替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