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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嘉宾

run_rabbit_run

访谈简介

18日的国常会，对汽车消费做出了重要指示。会议指出，要稳定和扩大汽车消

费，鼓励各地调整优化限购措施，增加号牌指标投放，开展新一轮汽车下乡和以

旧换新。

随着疫情得到控制，国内汽车行业迎来大爆发，在股票方面，汽车股在近期表现

强势。汽车行业10月以来累计上涨12.11%，同期上证指数仅上涨4.02%，深证

成指上涨5.82%。

其中长安汽车已经翻倍，近三个交易日更是上涨30%，但今天截止发稿，长安

汽车收跌5.78%新能车板块还能上车吗？长安汽车怎么看？本期我们邀请

到@run_rabbit_run做客雪球访谈跟大家共同探讨，访谈将于本周四(11/19)

下午17:00开始，快发起提问吧！

（进入雪球查看访谈）

本次访谈相关股票：长安汽车(SZ0006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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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内容来自雪球访谈，想实时关注嘉宾动态?立即下载雪球客户端关注TA吧!

[问] 与时间的成长：
对@run_rabbit_run 说：汽车板块还有持续吗

[答] run_rabbit_run：
这个不太好说。 市场先生是个迷人的“疯子”。

[问] 我叫小二：
对 @run_rabbit_run 说：追高了，要被套，准备装死

[答] run_rabbit_run：
开心就好

[问] 玖码：
对 @run_rabbit_run 说：长安的估值铆钉在哪里？按目前长安的业绩推算，

四季度业绩多少，福特和林肯对业绩的贡献如何提现！

[答] run_rabbit_run：
长安汽车具备许多预期差：

1，投资者大众曾经一度认为长安汽车濒临“破产”。

2，长安汽车曾经连续十年研发实力排名第一，但被投资者大众认为是个只会造面包车

的“破企业”。

3，自主车企处于创业阶段，而不是成熟期、衰退期。自主车企目前在全球市场占有率

方面普遍存在感较小，未来有很大的上升空间，空间我估计主要来自于出口的可能

性。

4，长安汽车具有明显的周期性，属于高研发投入、重资产、快速迭代、充分竞争的汽

车行业，具有较高的不确定性，并非典型的“价值投资”标的。“价值陷阱”这种说

法有失偏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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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4业绩很有可能环比上升，这是财报分析的结果。Q4一般是销售旺季福特、林肯，有

望在Q4继续保持稳定上升的态势。

对比凯迪拉克，个人认为林肯国产化之后还具有相对较大的上升空间。

[问] 龙泽煜：
对@run_rabbit_run 说：我认为长安的崛起不是概念性的炒作，是具备实实在

在业绩提升可能性的上涨。那么，比亚迪前期最高估值（PB，下同）达到8-9，长城

和中国重汽达到了3-4，而长安本轮上涨才到了接近行业均值的2.35，今天的调整有利

于后期筹码的稳定从而继续估值回归之路。浅薄分析，请兔子先生指教！

[答] run_rabbit_run：
谈不上指教，炒股仅仅是个人兴趣而已。

目前暂时无法判断华为是否会增资入股长安蔚来。但根据目前已有的片面信息来看，

不排除有传言被验证的可能性。

2017年2月，一篇自媒体标题“同为国家品牌领跑者，长安与华为有何不同？”，这

篇文章提到：“入选央视国家品牌计划、中国品牌产品年销量国内同行业第一、研发

实力国内同行业第一、做企业诚实厚道……形神兼备，长安汽车与华为，神似之处真

的好多。”

——————-

长安汽车的粗略估值

长安A估值：当前2.03倍PB，2003-2019历年年度最高PB平均值为3.26倍

长安B估值：当前0.55倍PB，2003-2019历年年度最高PB平均值为1.77倍

比亚迪A估值：当前7.74倍PB，2011-2019历年年度最高PB平均值为4.51倍

长城A估值：当前4.19倍PB，2011-2019历年年度最高PB平均值为3.35倍

吉利HK估值：当前3.35倍PB，2004-2019历年年度最高PB平均值为3.8倍

吉利科创板上市后：多少PB？

—————

我也感觉长安A目前并不算明显偏贵。

但是您要考虑一个问题：如果长安A横盘震荡数月，您能否承受这种波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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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 天狼星afv：
对@run_rabbit_run 说：请问华为、宁德、长安三家合作造车是真是假？

[答] run_rabbit_run：
这是实锤。

[问] 小猪乔治思考笔记：
对 @run_rabbit_run 说：现在主流预期明年扣非利润能回正到多少呀

[答] run_rabbit_run：
经历了我国首轮车市调整之后，今年主要车企普遍取得销量回升。 汽车这类行业

讲究规模效应，随着销量表现回升，确定性会进一步增加。我是乐观的。

[问] 文龙yao：
对 @run_rabbit_run 说：汽车行业会不会成为下一个五年规划中，拉动经济

的马车之一

[答] run_rabbit_run：
据说，汽车产业占GDP的比重仅次于房地产，位于第二。 日本当年取得第二次经

济腾飞，汽车产业是“英雄”。

[问] 吴声dtg：
对 @run_rabbit_run 说：怎么收不到呢？

[答] run_rabbit_run：
不明白您的问题具体指的是什么

[问] 晓明Jordy：
对 @run_rabbit_run 说：长安汽车和宁德、华为的合作，确定性大么？目前

有没有实质性的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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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run_rabbit_run：
据说，即将进入量产阶段：

长安携手华为、宁德时代，打造高端智能汽车品牌。11月14日，长安汽车董事长朱华

荣在中央电视台《第一发布》节目中透露重磅信息。 据悉，未来三方将通过优势

互补，共同打造一个全球领先、自主可控的智能电动汽车平台，一系列智能汽车产

品，一个超级“人车家”智慧生活和智慧能源生态。三方联合打造的首款产品已经完

成前期研发工作，即将进入量产阶段。

[问] 锈铁点金：
对 @run_rabbit_run 说：当初低价的时候，怎么挖掘出来的?现在还能上车

么？后期的长安的趋势逻辑怎么把握？

[答] run_rabbit_run：
我在2019年年底全仓长安B的逻辑： 1， 	反脆弱性：连续十年研发实力排名

第一（国家企业技术中心评价结果） 2， 	极端低估值 3， 	盈利再投

资比率逐步下降：有进入研发成果收获期的征兆 4， 	 2019年下半年CS75

plus新品推出，产品力亮眼 5， 	周期股的特性：彼得林奇认为，高PE买入、

低PE卖出。 6， 	汽车这个行业的特性：烧钱、创业阶段、不以短期利润为导

向。国企具有资金优势。德国大众、韩国现代、日本汽车产业等，都是政府引导、扶

持、培养的典型案例。 7， 	“豪赌”牛市到来的可能性。我不知道现在是牛市

还是熊市。截止到本月17号，距离近两三年内的最低点涨幅：科创50指数涨

幅：43.1%、创业板涨幅：124.3%、深证成指涨幅：102.5%、上证指数涨

幅：36.8%、上海B股涨幅：28.7%、深证B指涨幅：22.7%

[问] 锈铁点金：
对 @run_rabbit_run 说：当初低价的时候，怎么挖掘出来的?现在还能上车

么？后期的长安的趋势逻辑怎么把握？

[答] run_rabbit_r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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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能不能上车，取决于你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短期股价波动无法预测。但我可以

提供一些估值相关信息：

 长安汽车的粗略估值

长安A估值：当前2.03倍PB，2003-2019历年年度最高PB平均值为3.26倍

长安B估值：当前0.55倍PB，2003-2019历年年度最高PB平均值为1.77倍

 比亚迪A估值：当前7.74倍PB，2011-2019历年年度最高PB平均值为4.51倍

长城A估值：当前4.19倍PB，2011-2019历年年度最高PB平均值为3.35倍

 吉利HK估值：当前3.35倍PB，2004-2019历年年度最高PB平均值为3.8倍

吉利科创板上市后：多少PB？

[问] 锈铁点金：
对 @run_rabbit_run 说：当初低价的时候，怎么挖掘出来的?现在还能上车

么？后期的长安的趋势逻辑怎么把握？

[答] run_rabbit_run：
主观认为长安目前处于新品推出周期、品牌向上周期、销量向上周期。 我不是特

别看重逻辑，我主要关注估值水平。 谈逻辑、谈商业模式，很容易把我绕晕

[问] 晓明Jordy：
对 @run_rabbit_run 说：长安和华为合作的方向，能具体给讲一下么

[答] run_rabbit_run：
以下内容，摘抄至网络：

“华为、长安汽车、宁德时代三强联合，共同打造高端智能汽车品牌

11月14日，在首期央视《第一发布》节目现场，长安汽车董事长朱华荣首度透露，长

安汽车将携手华为、宁德时代打造一个全新的高端智能汽车品牌，且首款量产车型即

将投入生产。

作为汽车行业、ICT产业和智慧能源产业的领军者，此次长安、华为、宁德时代三方联

合打造高端智能汽车品牌，可以说是一次“国家队”的集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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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安汽车启动第三次创业——命名为：“创新创业计划”。

按照计划，长安汽车宣布在2025年前全产业链投入1000亿元、调动1万人用于新车

型、新能源、自动驾驶等领域的研发。

同时，应对智能化时代“软件定义汽车”的发展趋势，长安汽车加快软件团队建设，

预计2025年将建成5000人规模的软件开发团队。

智能化、网联化完全打破传统整车架构的研发模式，意味着不管是自主品牌还是合资

品牌，都处在同一起跑线。

长安方舟：

关键词：产品向新、品牌向上、第三次创业、研发4.0时代、高端智能

长安方舟：未来科技前置化。

现阶段支持L3级自动驾驶量产、L4和L5级硬件空间预留、OTA远程在线升级、腾讯和

华为等20余家生态伙伴已入驻生态圈、充分兼容传统燃油和电气化动力。

长安方舟架构完整覆盖A0级-C级的所有车型，并且兼容8种发动机状态，排量覆

盖1.2-2.0L，兼容48V低压混动（LV-HEV）、高压混动（HV-HEV）、插电混

动（PHEV）3种电气化动力，匹配8种变速器模块，具备16种动力组合模式。

长安应该是国内首家，将美国IIHS五星评价作为产品设计研发标准的车企。”

[问] 岷江南岸：
对 @run_rabbit_run 说：什么时候能够介入？

[答] run_rabbit_run：
这个取决于您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 不能承受的波动，就是风险。 只有在您

完全了解一个行业、一个公司的时候，才能勉强承受一定波动。

[问] 天狼星afv：
对@run_rabbit_run 说：华为、宁德、长安三家合作造车，再加上新的汽车下

乡，怎么说都不应该是股价下跌哟！我的看法是要大涨，与比亚迪争雄，加油！

[答] run_rabbit_r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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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汽车下乡并不仅仅是个概念而已。

上一轮汽车下乡是2009年，直接或者间接地带动了车市表现。

2009年，所有板块中，汽车板块涨幅第一。汽车板块中，长安汽车涨幅第一。（这个

信息，我不确定。建议您亲自验证。）

但是，汽车下乡这个信息，不能作为短期涨跌的判断依据。回顾最近一两年，汽车下

乡已经提过很多次了……

[问] 唐丫丫：
对 @run_rabbit_run 说：长安汽车还值得继续持有吗。

[答] run_rabbit_run：
短期涨跌无法预测。 市场先生是个迷人的“疯子”。 我会长期持有长安B。

 长安A目前的估值水平不算明显高位，但你要考虑：如果连续数月横盘震荡，你

能否承受这类波动？

据说，我国散户投资者中，短线交易者占比高达80%左右。

短线交易往往存在这些风险：

1，频繁追涨杀跌

2，过度关注短期利空、利好

3，短线走势判断错误并卖出后，忍不住后期高位追进

4，根据短期利好追进后，承受不了波动又冲动“割肉”

.............

你承受不了的波动就是风险。

总体上来说，周期票，我更看重估值水平。

[问] 拾荒投资：
对 @run_rabbit_run 说：请教一下您关于长安新能源的布局。长安2017年的

香格里拉计划，似乎有全面转型新能源的打算。但从目前的产品来看，没有什么重磅

的产品，最近两年的新能源车销量也一般。请教一下，长安除了与华为的合作之外，

新能源车方面有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或是后期重磅车型的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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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 run_rabbit_run：
我可能还没有您了解的信息多。

根据我片面掌握的信息：

长安携手华为、宁德时代，打造高端智能汽车品牌。11月14日，长安汽车董事长朱华

荣在中央电视台《第一发布》节目中透露重磅信息。 据悉，未来三方将通过优势

互补，共同打造一个全球领先、自主可控的智能电动汽车平台，一系列智能汽车产

品，一个超级“人车家”智慧生活和智慧能源生态。三方联合打造的首款产品已经完

成前期研发工作，即将进入量产阶段。

——————

方舟平台，是华为助攻下的新能源+新型燃油混合平台。

根据我的猜测，长安汽车在过去几年没有大量推出新能源车型并且已推出的新能源车

型产品力平庸，其深层次的原因是新能源车型很难实现盈亏平衡。但是长安汽车在新

能源技术储备方面，一直是行业领先的。（这个有待您进一步核实）

——————

方舟平台的推出，并没有实质上改变长安汽车的本质，仅仅是长安汽车新能源技术储

备的市场端体现而已。

企业没有变，还是当年那家“拼命”投入研发的企业。但方舟平台的推出，可能会迅

速纠正投资者大众对于长安汽车的偏见。

[问] 80后浪人：
对 @run_rabbit_run 说：长安未来估值如何。

[答] run_rabbit_run：
未来很难说：如果是牛市，“垃圾票”也可能上天；即使是完全符合价值投资理念的

公司，也可能多年遭遇市场冷落........

我只能提供一些粗略估值相关的数据：

长安汽车的粗略估值

1，长安A估值：当前2.03倍PB，2003-2019历年年度最高PB平均值为3.26倍

2，长安B估值：当前0.55倍PB，2003-2019历年年度最高PB平均值为1.77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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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比亚迪A估值：当前7.74倍PB，2011-2019历年年度最高PB平均值为4.51倍

4，长城A估值：当前4.19倍PB，2011-2019历年年度最高PB平均值为3.35倍

5，吉利HK估值：当前3.35倍PB，2004-2019历年年度最高PB平均值为3.8倍

6，吉利科创板上市后：多少PB？

——————

市场先生多么有趣？

据说当年奥巴马当选，澳柯玛涨停？

据说当年工业大麻概念流行的时候，什么麻袋、麻花、麻辣小龙虾......相关股票也在

活跃？

[问] 唐丫丫：
对 @run_rabbit_run 说：长安汽车还值得继续持有吗。

[答] run_rabbit_run：
回复@hh2359: 我全仓长安B。 没有持有A股。//@hh2359:回

复@run_rabbit_run:a股你清了吗？感觉原来追长安的球友都走了，剩下都是新跟进

来的

[问] 锈铁点金：
对 @run_rabbit_run 说：当初低价的时候，怎么挖掘出来的?现在还能上车

么？后期的长安的趋势逻辑怎么把握？

[答] run_rabbit_run：
回复@以交易为生III:  这个很难说。 市场先生高兴的时候，会给你比亚迪那

样的估值表现；市场先生情绪低落的时候，会给你银行板块那样的估值.......//@以交

易为生III:回复@run_rabbit_run:4PB，40元？

[问] 玖码：
对 @run_rabbit_run 说：长安的估值铆钉在哪里？按目前长安的业绩推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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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季度业绩多少，福特和林肯对业绩的贡献如何提现！

[答] run_rabbit_run：
回复@修身以俟:  凯迪拉克早在2008年（模糊记忆如此）就开始推行国产化。

当前林肯国产化率仍然很低。

凯迪拉克、林肯在美国的终端销售市场表现差距不是特别大，但在中国，两者差距明

显。

未来，处于豪华车赛道的林肯，随着国产化的深入，中国终端销售市场表现值得期

待。//@修身以俟:回复@run_rabbit_run:分析的有道理！长安技术储备还是很厉害

的，后面会慢慢提现在产品上，林肯品牌力显然高过凯迪拉克。

[问] 玖码：
对 @run_rabbit_run 说：长安的估值铆钉在哪里？按目前长安的业绩推算，

四季度业绩多少，福特和林肯对业绩的贡献如何提现！

[答] run_rabbit_run：
回复@元多宝:  自主在燃油车领域的某些关键技术已经明显超越部分合资企业。

自主在新能源领域的技术也有一定竞争力。

我国具备制造业成本优势、效率优势、国内巨大的消费市场优势。自主品牌在国内市

场占有率提升，这应该是大概率。未来抢占全球市场份额，也值得期待。//@元多宝:

回复@run_rabbit_run:同意自主车企处于创业期，但未来发展不在于出口，而首先

在于抢夺合资车企的市场份额，长期来看自主品牌应在国内市场占据70%的份额，这

个过程大约需要10年

[问] 玖码：
对 @run_rabbit_run 说：长安的估值铆钉在哪里？按目前长安的业绩推算，

四季度业绩多少，福特和林肯对业绩的贡献如何提现！

[答] run_rabbit_run：
回复@元多宝:  长安福特逐步开始重点推出高价位车型，这个高价位赛道看起来似

12

聪明的投资者都在这里

http://xueqiu.com/n/%E4%BF%AE%E8%BA%AB%E4%BB%A5%E4%BF%9F
http://xueqiu.com/n/%E4%BF%AE%E8%BA%AB%E4%BB%A5%E4%BF%9F
http://xueqiu.com/n/run_rabbit_run
http://xueqiu.com/n/run_rabbit_run
http://xueqiu.com/n/%E5%85%83%E5%A4%9A%E5%AE%9D
http://xueqiu.com/n/%E5%85%83%E5%A4%9A%E5%AE%9D
http://xueqiu.com/n/run_rabbit_run
http://xueqiu.com/n/run_rabbit_run
http://xueqiu.com/n/%E5%85%83%E5%A4%9A%E5%AE%9D


乎竞争没有那么激烈。长安福特目前的低价位的三缸机车型销量比较弱势，未来看看

长安福特会不会用上四缸机//@元多宝:回复@run_rabbit_run:个人以为，福特已经

失去了在中国市场发展的机会，未来福特很可能会沦为小众品牌，逐步消亡，或者融

入长安品牌。林肯品牌生命力强一些，还需要观察。

[问] 淡淡一抹韭菜：
对@run_rabbit_run 说：看了长安的unit K，真心觉得长安的设计师审美

很ok，为啥不自己弄一个品牌，那些造车新势力也是从0开始，个人觉得比较恶心的

是，拿自己名字来命名的两个品牌，长安完全可以自己再造一个新品牌，再利用自身

的技术积累，和所谓的新势力pk一下。不知道管理层是咋想的？

[答] run_rabbit_run：
2008年开始，吉利推行多品牌战略，但在2014年遭遇销量滑铁卢。吉利随后迅速收缩

战线，叠加沃尔沃品牌效应，销量回暖。 我不认为多品牌或者多车型战略是好

事。我认为科技类企业要聚焦。

长安uni-t是截止到目前为止，首款让我差点下了订单去购买的自主车型。

外观、内饰、性价比，比较吸引我。

uni-k，外观看起来还行但是没有uni-t那么惊艳、内饰不错，有豪华感、科技感。

uni-k，具体还要看售价如何。

[问] 晓明Jordy：
对 @run_rabbit_run 说：长安汽车和宁德、华为的合作，确定性大么？目前

有没有实质性的动作？

[答] run_rabbit_run：
回复@钟鼎声:  我喜欢长安汽车的格局：不以短期利润为导向，以内在科技实力提

升、市场终端需求和服务为导向。//@钟鼎声:回复@run_rabbit_run:这不就是中国

版特斯拉吗？为什么选长安，因为他是国企，代表国家队国参与市场竞争。在这之前

比亚迪是标杆，往后，比亚迪要靠边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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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 拾荒投资：
对 @run_rabbit_run 说：请教一下您关于长安新能源的布局。长安2017年的

香格里拉计划，似乎有全面转型新能源的打算。但从目前的产品来看，没有什么重磅

的产品，最近两年的新能源车销量也一般。请教一下，长安除了与华为的合作之外，

新能源车方面有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或是后期重磅车型的发布

[答] run_rabbit_run：
回复@持之宇恒:  周期票的估值，是我非常看重的一个方面。 具体高还是

低，取决于各自对于风险的承受能力。//@持之宇恒:回复@run_rabbit_run:涨多了

都是垃圾

[问] 唐丫丫：
对 @run_rabbit_run 说：长安汽车还值得继续持有吗。

[答] run_rabbit_run：
回复@范永宾:  感谢您的关注。

经历了“血和泪”的教训，让我变“乖”了、不敢参与短线博弈了。

在自认为彻底了解一家企业、一家公司之前，普通投资者是很难承受市场的剧烈波动

的。

我当年有个其他某个行业的同事，从上证指数3500点开始短线博弈，经过很多个月

的“战役”，上证大概还是3500点，他亏了接近90%//@范永宾:回

复@run_rabbit_run:兔子，看了你的直播了，还关注你了，我就是个新手小白，股

票应该长期持有这个道理懂，但是感觉很难做到哦，感觉我们这种小资股民，长线感

觉压力大啊，特别是哪个波动，心理素质得很强啊

[问] 天狼星afv：
对@run_rabbit_run 说：华为、宁德、长安三家合作造车，再加上新的汽车下

乡，怎么说都不应该是股价下跌哟！我的看法是要大涨，与比亚迪争雄，加油！

[答] run_rabbit_r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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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量化投机家:  我认为这个不是拱手相让，这是车型结构优化。//@量化投机家:

回复@run_rabbit_run:2009年长安微车还是与五菱伯仲之间的。现在微车市场早就

被拱手相让了

[问] 淡淡一抹韭菜：
对@run_rabbit_run 说：看了长安的unit K，真心觉得长安的设计师审美

很ok，为啥不自己弄一个品牌，那些造车新势力也是从0开始，个人觉得比较恶心的

是，拿自己名字来命名的两个品牌，长安完全可以自己再造一个新品牌，再利用自身

的技术积累，和所谓的新势力pk一下。不知道管理层是咋想的？

[答] run_rabbit_run：
回复@淡淡一抹韭菜:  蔚来的ES6我试驾过，我接触到的蔚来的4S店店员比较专

业。

蔚来聚焦于几款主打产品，这是很明智的。车企讲究规模效应。

蔚来这个售价对于我来说有点贵，我主观感觉科技感不如特斯拉model 3。不

过，model 3的语音识别准确度真的有待提高……

蔚来的风险来自估值、资金链等等。

——————

车企的品牌建设不仅仅是请哪位明星代言这么简单。车企的品牌建设，其核心还是来

自于其内在的科技实力、对市场需求的前瞻性把握、对消费者的服务态度等。

上汽MG好像目前请的杨超越代言、北京现代好像是请了杨幂。长安目前是陈坤等等代

言。这个应该会产生一些费用。

华为此次助攻长安，在品牌建设这个层面是有积极效应的，有利于未来自主产品“出

海”。//@淡淡一抹韭菜:回复@run_rabbit_run:主要是蔚来之流的很会搞品牌，至

少让我90后会觉得相对高端，开出去不丢面子。但是长安这种老厂牌，给年轻人就是

一种90年代的山寨觉。个人觉得长安也可以效仿李宁，搞点活动，请些有调性的明星

代言，让品牌调性提起来。除此之外，不知道长安的自动驾驶这块搞得怎么样？这块

是未来想象力的东西，也是提升资本市场估值，对投资人来说，摆脱汽车周期印象的

主要砝码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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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 唐丫丫：
对 @run_rabbit_run 说：长安汽车还值得继续持有吗。

[答] run_rabbit_run：
回复@范永宾:  是的。对于我来说，什么时候买并不难，什么时候卖，这个非常艰

难。

周期投资与价值投资不同：

一般来说，价值投资不必在什么时候卖这个问题上纠结。

周期投资与价值投资，这两者具备的风险系数是完全不同的。//@范永宾:回复@范永

宾:ὃ�道理懂，就是这个持仓成本价格不好估

[问] 晓明Jordy：
对 @run_rabbit_run 说：长安汽车和宁德、华为的合作，确定性大么？目前

有没有实质性的动作？

[答] run_rabbit_run：
回复@一声轻笑:  我看不懂技术K线相关指标。

我只能说长安汽车A股目前的估值水平跟其近十几年的综合表现对比来看，不算低、但

也不算极端偏高。

影响短期股价走势的因素太多了，对于这些过多的短期影响因素，我只能直接将其完

全忽略。

纵观整个市场，值得投资的，更具确定性的投资标的，我相信会有的。

具体要卖出还是继续持有，这个取决于自己对自己的评估：我最能够把握住哪种机

会？//@一声轻笑:回复@run_rabbit_run:恩，希望长安尽快撇开柚子，回归缩量洗

盘，再长期走牛。看这几个头部企业都会不错的，没必要互相踩，天猫在，京东一定

明天就死吗？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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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内容来自雪球访谈，想实时关注嘉宾动态?立即下载雪球客户端关注TA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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