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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以交火 前景不明被控虚假宣传 特斯拉自动驾驶又惹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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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巨亏530亿美元 巴菲特不神了？

近日，特斯拉的拥趸们把目光都

集中在了该公司的年度股东大会上。

然而，对于特斯拉来说，最近的麻烦事

显然不少。据美国当地媒体上周五报

道，加州机动车辆管理局（DMV）上上

周已指控特斯拉，在宣传该公司标志

性的自动驾驶和全自动驾驶技术时做

了虚假广告。

据悉，DMV在7月28日提交给州

行政听证办公室的两份投诉中称，“在

宣传车辆配备或可能配备高级驾驶辅

助系统（ADAS）功能时，特斯拉散布了

不真实或误导性的声明，而且没有事

实依据”。

特斯拉在其网站上的营销文案中

称，其驾驶辅助技术能够“在不需要驾

驶席上的人采取行动的情况下”行驶。

DMV表示，尽管特斯拉声明这些程序

“需要驾驶员的积极监督”，但这些广

告宣传依然具有误导性。

该机构称，这家电动汽车制造商

在其网站上的广告用语中误导了客

户，夸大了自动驾驶和全自动驾驶技

术的功能。

这一指控可能会影响特斯拉在加

州的汽车销售业务。如果该监管机构

向加州行政听证办公室（Officeof

Administrativehearing）投诉成功，

特斯拉在加州制造和销售汽车的执照

可能会被暂停或吊销。

事实上，特斯拉的自动驾驶功能

一直备受争议。其自动驾驶辅助系

统———Autopilot系统自2015年推出

以来，便一直是该公司主打的车辆卖

点之一，并帮助这家汽车制造商在日

益拥挤的电动汽车市场中脱颖而出。

Autopilot的名字来源于航空系

统，该系统允许飞机在有限的飞行员

操作下在理想条件下自行飞行。在目

前的系统中，如果司机未能始终手握

住方向盘，特斯拉汽车就会脱离自动

驾驶。

据了解，Autopilot系统能实现在

车道内的自动辅助转向、加速和制动。

但它的设计主要是为了在高速公路上

使用。特斯拉也表示，在使用该系统的

时候，驾驶员必须要将双手放在方向

盘上，保持对车辆的控制。

特斯拉车主可以额外支付1.2万

美元的费用，一次性购买全自动驾驶

功能（FSD），也可以采取订阅的方

式，订阅费为199美元/ 月。据悉，截至

今年第二季度末，已有超过10万名特

斯拉车主在北美使用了FSD测试版

功能。特斯拉CEO马斯克表示，全自

动驾驶将在今年年底“功能齐全”，以

面向约100万车主。

自动驾驶和完全自动驾驶汽车

的前景已经是特斯拉得到高估值的

重要原因。根据特斯拉2021年全年财

报来看，包括自动驾驶软件在内的服

务及其他业务实现营收38.02亿美

元，同比增加65%，占总营收的

7.06%。

不过近年来，有关特斯拉自动驾

驶系统引发车祸的报道，也已屡见报

端。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

（NHTSA）在今年6月发布的报告显

示，在涉及驾驶辅助技术的事故中，有

70%涉及特斯拉的电动汽车，造成严

重伤害的事故中占据60%，而在致人

死亡的事故中，则占据了85%。

据美联社报道，美国国家公路交

通安全管理局7月份对导致2名摩托

车手死亡的特斯拉车祸展开了调查。

该机构怀疑，造成车祸的主要原因或

因特斯拉的自动驾驶出现故障，在高

速上自动驾驶的特斯拉无法识别摩

托车。

第一起涉及摩托车手的车祸发生

在7月7日凌晨4点，发生在加利福尼亚

州里弗赛德的高速公路91号公路上。

一辆特斯拉ModelYSUV在高乘载车

道上行驶，而在它前面的是一辆雅马

哈V-Star摩托车的骑手。车辆相撞后，

摩托车手当场死亡。

第二起车祸发生在7月24日凌晨1

点左右。当时，在犹他州德雷珀附近的

15号州际公路上，一辆特斯拉Model3

跟在一辆哈雷戴维森摩托车后面。随

后，特斯拉与摩托车后部相撞，骑手从

摩托车摔下来后当场死亡。

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表

示，一旦收集到更多信息，可能会将撞

车事故纳入更广泛调查，即特斯拉会

撞击停在高速公路上的紧急车辆。

NHTSA还在调查超过750起有关特斯

拉幽灵刹车的投诉。

值得一提的是，目前，特斯拉的营

业利润率在汽车界是最高的，超越宝

马、戴姆勒、福特等传统汽车巨头。今

年第二季度，特斯拉实现营收169.34亿

美元，同比增长约42%；净利润为22.59

亿美元，同比增长98%，高于市场预期

的19.84亿美元，这是特斯拉连续第12

个季度盈利。第二季度，特斯拉实现

14.6%的行业领先营业利润率。

特斯拉最新市值为9030亿美元，

而根据福布斯富豪榜实时榜单，马斯

克仍为全球首富，身家为2649亿美元。

北京商报综合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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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5日下午以来，以色列国防军持续对加沙

地带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杰哈德）多个目

标发动袭击。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卫生部门说，截

至6日晚，加沙地带已有24人死亡、超过200人受

伤。作为回应，杰哈德向以色列发射超过350枚火

箭弹，大多被以军“铁穹”防御系统拦截。

目前，本轮冲突未有明显降级迹象。按照以

军加沙师师长尼姆罗德·阿洛尼接受媒体采访

时的说法，以军本次军事行动针对目标为杰哈

德，而非控制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

运动（哈马斯）。

本月1日，以军在约旦河西岸城市杰宁逮捕

杰哈德在约旦河西岸地区的领导人巴塞姆·萨

阿迪等人，并在行动中打死一名杰哈德武装人

员，导致双方紧张局势升级。杰哈德随后宣布进

入警戒及备战状态，并表示将使用“最先进的武

器”攻击以色列。5日下午，以军对加沙地带杰哈

德目标发动代号为“破晓行动”的空袭，杰哈德

加沙北部高级指挥官泰西尔·贾巴里丧生。杰哈

德随即表示，以军是在“向巴勒斯坦人民宣战”，

绝不容忍这种“侵略行径”。

6日晚，以军宣称，杰哈德加沙南部高级指

挥官哈立德·曼苏尔在空袭中被炸死，杰哈德

“在加沙的领导层已被击垮”。

冲突爆发以来，以军称已对加沙地带约40

个隶属于杰哈德的目标发动军事打击，包括8个

武器工厂和仓库、5个火箭弹发射点以及6个观

察哨所等。

发动空袭后，以军宣布以色列进入“特殊局

势”，提高南部地区警戒水平，关闭通往加沙地

带交界地区的道路，拟动员2.5万名预备役人员

严阵以待，并要求居住在距加沙地带80公里范

围内的以色列公民对杰哈德发动火箭弹袭击做

好必要防范。

联合国中东问题特使托尔·文内斯兰5日就

巴以冲突发表声明说，联合国正与冲突双方接

触，将努力避免冲突升级，防止出现对平民不利

的灾难性后果。

冲突斡旋方埃及则提议以军与杰哈德暂停

敌对行动，为谈判创造条件，以实现更持久停

火。据黎巴嫩广场电视台报道，杰哈德已经拒绝

埃及方面提议。 北京商报综合报道

7日，巴勒斯坦人在加沙地带南部城镇拉法查看空袭后的废墟。新华社/图

“股神”巴菲特也有不神的时候。在美股上季度整体表

现不佳、重仓股疲软的拖累下，伯克希尔也遭遇了滑铁卢。

此外，加仓石油股成了巴菲特今年的惯性动作。但高油价

是否能维持却要画一个问号。

重仓股踩雷

当地时间8月6日，巴菲特旗下伯克希尔

哈撒韦公布2022年第二季度财报，财报显

示，该公司投资和衍生品净亏损530.38亿美

元。整个二季度，公司归属于股东的净亏损

高达437.55亿美元，而去年同期净利润为

280.94亿美元。也就是说，在这半年的时间

里，炒股翻车成了伯克希尔哈撒韦净利亏损

的主要原因。

“股神”的光环加持下，伯克希尔哈撒韦

的投资组合为何亏损如此严重？分析人士称

这主要与该公司重仓股二季度的表现密切

相关。

中国CFO百人论坛理事、高级经济师邓

之东表示，财报剧烈波动，直接原因是投资和

衍生品的收益与损失也要计入财报。上半年

美联储开启暴力加息模式，抵御居高不下的

通胀，美股跌入技术性熊市，证券投资普遍大

幅缩水。尽管市场持续波动，但巴菲特秉持价

值投资理念，依然投资稳健，几大重仓股的持

仓很少大幅变动，这就导致市场不景气时容

易陷入“浮亏”。

据财报显示，今年二季度，伯克希尔哈撒

韦股票持仓的大约69%集中在五家公司：苹

果（1251亿美元）、美国银行（322亿美元）、可

口可乐公司（252亿美元）、雪佛龙（237亿美

元）、美国运通（210亿美元），重仓股名单与上

季度一致。

但这几只重仓股似乎表现不是太好。其

中，苹果、美国银行、美国运通、雪佛龙在二季

度均遭遇了巨幅回撤。具体来看，美国运通二

季度累计下挫15.3%，市值蒸发197.7亿美元；

苹果二季度累计下挫4.89%，市值蒸发

1365.95亿美元；美国银行二季度累计下挫

17.19%，市值蒸发489.3亿美元；雪佛龙二季

度累计下挫4.81%，市值蒸发152亿美元。只

有可口可乐二季度累计上涨2.96%。

对此，伯克希尔哈撒韦呼吁投资者减少

关注其股权投资的季度波动，“任何给定的

季度投资收益（损失）数额通常是没有意义

的，并且提供的每股净收益数据可能对那些

对会计规则知之甚少或一无所知的投资者

极具误导性”。

没躲过的市场暴跌

另一方面，伯克希尔投资组合的巨亏与

美股市场也有一定关系。受美联储多次大幅

加息以及经济衰退预期的影响，今年二季度

美国股市跌入熊市。标准普尔500指数的二季

度跌幅逾16%，这是自2020年3月以来最大的

季度跌幅。

独立国际策略研究员陈佳认为，伯克希

尔哈撒韦二季度损益主要来自投资板块，530

亿美元投资亏损是主要账面因素。这是由于

全球资本市场二季度震荡加剧，欧美资本市

场反复遭受国际局势动荡、金融市场动荡以

及地缘冲突反复的影响导致投资者信心普遍

下滑避险情绪十分浓重，作为资本市场稳定

性标杆的美债收益率曲线倒挂情况十分严重

就是充分的证据。

此外，受市场下挫的影响，伯克希尔的A

类股股价在二季度下跌幅度也超过22%，较

今年3月28日创下的历史高点下挫近24%。

“别人贪婪我恐惧，别人恐惧我贪婪”是

巴菲特的投资之道。但陈佳表示，如今伯克希

尔哈撒韦传统的投资风格在新的全球资本市

场屡遭狙击。全球资本市场波动性近两年来

在不断放大，这个规则的成本正在飙升。即使

强如伯克希尔哈撒韦，稳如巴菲特也会面临

资本市场波动性的考验，短期内很难避免权

益市场波动性的侵蚀。

虽然一直在买入其他公司的股票，但巴

菲特回购自己公司股票的动作却有所放缓。

据财报，伯克希尔二季度花费在股票回购上

的金额约为10亿美元，上半年的回购总额为

42亿美元，一季度为32亿美元。

BI高级保险行业分析师 Matthew

Palazola认为，这种情况可能会继续下去，但

并不一定表明巴菲特看跌自己的股票；历史

上，回购一直是一种较低的优先使用资本的

方式。

有亏也有赚

不过，除了投资的亏损，伯克希尔哈撒韦

的业绩依然可圈可点。巴菲特在今年把握住

了一项如印钞机一样的投资———石油。财报

显示，截至6月末，公司已收购了占西方石油

约17%的流通普通股，价值93亿美元。

西方石油也为伯克希尔带来了丰厚的回

报。这只股票一路飙涨，是今年以来标普500指

数中表现最好的股票，2022年年内累计涨幅达

到104.33%。此前公布的二季报显示，西方石油

2022财年中报归属于母公司普通股股东净利

润为82.31亿美元，同比增长1958.01%；营业收

入为192.68亿美元，同比上涨67.71%。

除西方石油外，巴菲特今年还增持了能

源巨头雪佛龙，截至4月底，雪佛龙是伯克希

尔持有的第四大个股。今年3月底，伯克希尔

还同意以116亿美元收购保险公司Al-

leghany，这是巴菲特自2016年以来最大的一

笔交易。

陈佳表示，巴菲特一直公开认为伯克希

尔哈撒韦的营收指标因去除了投资损益的波

动性而能更好地反映公司即期业绩，所以是

更好的绩效衡量指标。按照他的这项标准，伯

哈同期营收增长至92.8亿美元，总收入同期增

长超10%。增长主要得益于高通胀条件下的

商业性提价。

至于巴菲特的投资神话，陈佳认为，巴菲

特真正的投资神话并非市场传言的买完长期

持有这么简单。实际上他真正的投资价值观强

调的是努力秉持守正出奇的投资正道，不提倡

追寻短期收益和抵制短期套利交易的诱惑。

邓之东也表示，单季度的波动对于理解

财报和评估经济表现仅具有形式意义，对那

些对会计规则知之甚少或一无所知的投资者

极具误导性，巴菲特的投资还将随着市场和

经济回暖继续书写神奇。

北京商报记者陶凤赵天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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