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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慷慨的红包 /
根据公告，格力电器拟向

全体股东每10股派现18元，共
派发现金108.3亿元。分红额度
超过贵州茅台，成为A股最“慷
慨”的公司之一。董明珠将在
这次分红中获益7977万元。

/ 新的增长点 /
相对2015年，格力电器的

2016年年报更着重强调转型
和多元化，称为调整转型关键
年。年报中称，公司将把握与
银隆合作所带来的机遇与挑
战，在模具、电机、汽车空调、
智能装备等领域创造新的利
润增长点。

格力抛出108亿现金分红
董明珠笑纳7977万

2017年4月28日
星期五

川航移动扫码支付服务
27日上线

4月27日起，川航于成都地区正式上
线移动扫码支付服务。无论是购买/改签
机票、逾重行李缴费，还是支付团购、货
运付款，均可扫码结算。新服务支持微
信、支付宝付款。

据了解，首批上线柜台包括双流机
场T1候机楼国内/国际值机柜台（T1候
机楼1号、81号值机柜台）、成都机场补票
柜台（T1候机楼售票区W15-16柜台）、
川航大厦机关售票处、川航成都营业部
（大陆国际）、川航物流部进出港柜台、川
航物流部中航货站。

据悉，前20名使用移动支付的旅客
还可获赠川航提供的飞机公仔等特色礼
品。此项服务后续将推广至全国。

成都商报记者 刘久林

查个人征信
找个贷立等可取
想要贷款，个人信用记录极为重

要。近日，个贷中心开通征信秒查系
统，现场查询立等可取。手机实名登
记半年以上的市民，可申请最高50万
元信用贷款，有贷款需求的个人和企
业主不妨拨打028-86748844，或直
接去个贷中心（位于顺城大街249号
成都银行4-7楼），额度高、放款快速、
有无抵押都能轻松贷到款，贷款最高
额度可达3000万元。
■有房就能免费贷

只要大成都市有房就可办理，有
证、无证都能申请20万元信用贷款，
无 需 手 续 费 ，立 即 拨 打
028-86748844免费咨询办理。
■车位也可快速贷款

如今主城区的车位也可快速贷
到款，利息高低根据客户资质的综合
评分而定，这种产品优势是放款速度
快、利息低、可单方面签字。王先生急
需10万元周转，他拨打86748844咨询
个贷中心，没想到名下车位也能抵押
贷款，工作人员上门考察后，第二天
便获得一笔应急贷款。
■无抵押 社保公积金轻松贷

无抵押也可轻松贷款，可凭借每
月工资放大60倍办理，月息最低2.5
厘；也可通过社保公积金放大贷；还
可用个人商业保单贷款，年缴保费放
大60倍，可同时受理3张保单。
■银行贷款 利息低至3厘

个贷中心联合成都60余家商业
银行共同推出银行贷款，只要贷款人
名下有全款房、按揭房、全款车、按揭
车、营业执照、公积金、社保、保单其
中任意一样，均可办理；资料齐全，当
天可放款。提供不同担保方式的多个
贷款品种，一次办理，可反复使用。
■车贷放款快至2.5小时

如果是有车一族，急需周转资
金，也可拨打028-86748844申请汽
车贷款。资料审核完毕，最快2.5小时
贷到款，月息低至8厘。个贷中心现推
出贷款新渠道：按揭车和租赁公司的
车以及装过GPS的车都可申请汽车
抵押贷款。市民张先生急需要资金周
转，奔驰车被查封，通过个贷中心向
银行申请到35万元的应急贷款。

目前个贷中心欢迎各地有识之
士加入，一起在个贷中心的平台提升
自己与公司的价值，共同成长，共享
未来。合作热线：028-86748844。

昨日，沪指最多下跌超过
40点，最低至3097.33点，随后指
数出现显著回升，最终，沪指上
涨11.34点，以3152.19点报收。从
最低点3097点到最高点3155点，
沪指最多反弹58点，沪指日K线
收出带长下影线的阳线。很明
显，本轮调整，当沪指从3295点
跌到昨日3097点后，总算出现了
金针探底的K线形态，也预示着
市场短线见底的概率大大提升。
但是，这一次的探底反弹，和年
初1月16日的金针探底，究竟有
什么不同之处？

从盘面看，昨天早晨，杀跌
动能主要来自一些此前被保险
机构举牌的个股，比如万科A
早间最大跌幅超过6%，最终下
跌近3%。又比如金融街盘中一
度跌停，最终暴跌8.66%。此外，
中国建筑盘中最大跌幅也接近
5%。此外，还有一些在趋势上
出现破位下行的个股，也依然
没能止住跌势，比如市北高新、
宝新能源、浙江医药、凤凰股
份、大金重工等。这些个股，虽
然导致大跌的原因可能各有不
同，但不论是何种原因，终归一
点，一旦中长期趋势走坏了，跌
起来就有点止不住了。

另一方面，“雄安新区”板
块在反弹两天之后，昨天震荡
又有所加剧，比如华斯股份、先
河环保、冀东水泥、华夏幸福等
个股，跌幅都不小。而这下跌是
从下午大盘走好之后开始的，
这也说明，“雄安新区”板块近
期反弹之后，游资依然在自救，
只要有反弹空间，就会想尽办
法展开做差价，减少亏损。

在昨日大盘的反攻过程
中，支撑指数的重要板块还是
保险股。另外，银行股更加值得
一提的就是民生银行终于止跌
反弹了。今年以来，民生银行一

直持续下跌。而昨天，该股最低
跌到7.66元的低点后，出现了放
量反弹，最终上涨2.08%。而从
昨日表现最强的板块来看，一
个是前期超跌的次新股板块，
有超过50只个股涨停，其中不
少都是次新股。

昨天大盘这种金针探底的
走势，很容易让人想起1月16日
大盘的V型反转。而当时，沪指
在探底3044点后，展开了一个
约3个月的反弹行情。两次金针
探底，技术上都意味着后市见
底反弹的可能性很大。但是不
同的情形下，却有不同之处。

在达哥看来，上一次的金
针探底，确立了大盘趋势性的
改变。但是，大盘指数和中小盘
股的强弱分化是很明显的。1月
16日，创业板股票当天的反弹
力度其实是很弱的，创业板指
数最终跌幅依然高达3.64%。所
以，此后虽然也见底回升了，但
在后来的反弹中，创业板的走
势也明显弱于大盘。而这一次，
创业板股票的表现却要比上次
强得多。昨天创业板指数最低
下跌到1794点后，同样是强劲
反弹。而最终，创业板指数大涨
1.23%，不仅站上5日均线，还摸
到了10日均线，收出了实体相
对更大的阳线。同时，昨天创业
板在反弹过程中，伴随着明显
的放量。所以，接下来如果反弹
趋势确立的话，有可能中小盘
股票的表现，会比上次要更强
一些。

最后说一下操作。此前达哥
计划：如果沪指跌到3090点后，
沪深300指数仓位参考加一成仓
位。不过，昨天差了几个点，没能
加仓成功，那么后市如果没有低
位加仓机会的话，达哥也就暂时
不追高了。而且，今天是五一小
长假之前最后一个交易日，那就
看看再说。 （张道达）

根 据 国
家有关部门
的 最 新 规
定 ，本 手 记
不涉及任何
操作建议，入
市风险自担。

又是金针探底
这次与上次有何不同？

4月25日晚，美锦能源（000723）
一纸同影视明星陈坤合作设立股权
投资基金的公告，突然刷屏财经界
和娱乐界。《每日经济新闻》记者
注意到，美锦能源与陈坤合作的
消息，也引来监管层的注意。据深
交所网站发布的信息显示，深交
所公司管理部（以下简称管理部）
于4月26日向美锦能源下发了《关
注函》。就其内容来看，陈坤5亿
出资来源等细节问题是管理部关
注的重心。

9问美锦能源董事会

据《关注函》所述，就美锦能源与
陈坤合作设立股权投资基金一事，管
理部对公司董事会提出了9个问题，
要求董事会说明。其中，前7个问题主
要涉及美锦能源和恩贝投资。具体
来看，管理部要求美锦能源董事会说
明该股权投资基金与美锦能源筹划
的重大资产重组关系及其影响，发起
设立该基金履行及尚待履行的决策
程序和报批程序并披露进展情况，公

司是否与恩贝投资签订战略合作、市
值管理等合作协议。同时，管理部指
出，美锦能源此前曾通过重组募集
24.72亿元配套资金。上市公司需说
明同陈坤合作设立投资基金是否属
于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
资金期间；将募集资金用途变更为
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后的十二个月
内（不含节余募集资金）；将超募资
金永久性用于补充流动资金或者归
还银行贷款后的十二个月内。管理
部进一步要求，美锦能源需按照规

定做出“在设立投资基金后的十二
个月内，不使用闲置募集资金用于
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等承诺。

陈坤需说明资金来源

管理部剩余的两个问题，则全
部集中在陈坤身上。管理部表示，根
据公司披露的陈坤简介，未发现陈坤
有专业投资机构的从业经历，也未发
现其在高端装备制造、互联网信息技
术、新能源创新技术等领域的从业经
历。鉴于此，美锦能源需说明公司与

陈坤之间是否存在过业务往来，此次
合作的主要因素和目的。记者注意
到，管理部要求美锦能源和陈坤结
合自身财务状况，补充说明发起设
立股权投资基金出资中自有资金和
自有资金的比例，筹资对象类型、筹
资方式和筹资成本等信息。

4月27日下午，记者曾以投资者
身份致电美锦能源了解股权投资基
金的情况。但公司证券部人士表示，
其目前知道的情况也仅限于公告，
其他的不了解。 （每日经济新闻）

陈坤豪掷5亿参投股权基金 深交所追问资金来源

严重违法失信者
将被限制使用共享单车

国家信息中心 27 日与北京摩拜
科技有限公司等 10 家共享单车领域
的代表性企业签署条约，建立政府部
门与共享企业信用信息的共享机制。
未来严重违法失信者将被限制使用
共享单车。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金融司副司长
陈洪宛说，通过建立机制，一方面要把政
府部门掌握的可公开的各领域信用信息
与共享单车企业共享，对严重违法失信
的人，限制其使用共享单车，对信用状况
良好的人，可以优先使用、提供免押金等
便利服务；另一方面，共享单车企业把自
身掌握的信用信息共享到全国信用信息
共享平台，为各地方、各部门治理违法失
信问题提供参考依据。

陈洪宛说，共享单车作为新业态的
代表，为解决市民交通出行“最后一公
里”难题提供了新途径。但在快速发展的
同时，也暴露了一些问题，特别是停放混
乱、损坏车辆等现象普遍存在，严重制约
了共享单车的长期健康发展。解决好这
些问题，最重要的就是引入信用手段，推
进共享单车领域信用建设，使人们适应
新业态发展的需要，诚信用车、文明用
车。“要促进各共享单车企业之间的信息
共享，使违规违法使用单车的人在各个
单车企业都受到限制。”陈洪宛说。

（据新华社）

4 月 27 日，格力电器（000651，
SZ）发布2016年业绩报告并公布股
东分红方案。根据公告，格力电器去
年实现总收入1101亿元，较上年上
升9.5%；实现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
利润154亿元，较上年上升23.05%；
格力电器拟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现
18元（含税），共派发现金108.3亿
元。分红额度超过贵州茅台，成为A
股最“慷慨”的公司之一。据统计，格
力电器董事长兼总裁董明珠，将在
这次分红中获益7977万元。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注意到，
相对于 2015 年，格力电器的 2016
年年报更着重强调转型和多元化。
格力电器称，2016年是公司的调整
转型关键年；未来，公司将借助珠
海银隆拓宽相关产业链。

董明珠
将获税前7977万元收入

格力电器每年的分红预案都是
资本市场的重头戏。今年一向“豪
气”的格力电器分红预案一出，再次
引起轰动。格力电器公告称，拟按总
股本60.16亿股计，向全体股东每10
股派发现金18元（含税），共派发现
金108.3亿元，占合并报表中归属上

市公司普通股股东的净利润比率达
70.22%。这也是格力电器首次现金
分红突破100亿元规模。

根据年报，截至去年 12 月 31
日，董明珠共持有格力电器4431.8
万股，将在这次分红中获得税前
7977万元收入。格力电器的年报显
示，董明珠去年在上市公司获得税前
619.83万元薪酬。7977万元的分红额
将是董明珠去年年薪的近13倍。

记者梳理发现，格力电器在过
去 5 年间累计派发现金分红达
363.8亿元，而董明珠本人在过去5
年共计从上市公司获得分红约
2.62 亿元，过去 5 年董明珠从上市
公司领取报酬共计3011.24万元。

在业内看来，格力电器去年的
确交出了一份较好的业绩单，营收
同比增长 10.8%，净利润实现同比
增长23.05%。而去年格力电器空调
产品也实现 880.9 亿元收入，同比
增长5.22%。

格力电器
去年年报更强调“转型”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注意到，
格力电器2015年的年报与2016年
有明显的不同。彼时，在2015年年

报中，格力电器还在大谈空调及智
能空调，但在2016年的年报中，其
更强调“转型”。格力电器也表示，
2016年是公司的调整转型关键年。

2012年，格力电器的营收首次
突破千亿。那时，董明珠当即提出
了“2018年实现营收2000亿”的目
标。此后两年，格力顺利踩线完成
每年200亿元的增长目标。随着空
调行业到达天花板，格力电器发力

“大松”小家电业务，谋求多元化发
展，但无奈一直难以突破。

记者查询格力电器历年年报
了解到，2013 年，格力电器生活电
器产品的收入为16.2亿元，到2016
年，公司的生活家电业务收入仅增
至17.2亿元，占公司营收的比重也
仅达1.59%。格力电器在年报中称，
格力手机 2 代在 2016 年已实现量
产。但记者了解到，手机产业链中
关于格力手机的消息也少之又少。

产业观察人士洪仕斌告诉记
者，格力的空调基因使得格力的供
应链优势及渠道的核心优势都在
空调上，这是格力小家电及手机业
务难做大的主要原因。

格力电器在年报中称，公司将
把握与银隆合作所带来的机遇与

挑战，在模具、电机、汽车空调、智
能装备等领域创造新的利润增长
点。记者也注意到，格力电器 2016
年“其他业务”类产品实现营收为
151.1亿元，同比增长54.01%。据了
解，去年格力空调产品的收入比重
已 由 2015 年 的 85.65% 降 至
81.33%。

由于空调行业增长已到顶，在
经历2015年的业绩滑坡后，董明珠
已不再提“2018年2000亿”的目标，
但她在近日广交会上公开接受采访
时再谈与雷军的10亿元赌局，“明
年就要见分晓了，（格力）没问题！”

格力电器在今年2月份回复深
交所关注函中曾透露，2016年公司
向珠海银隆销售商品和提供服务
交易金额计 49.82 亿元。以此金额
推算，珠海银隆去年应是格力电器
第三大客户。

家电分析师刘步尘认为，与珠
海银隆的合作不足以支撑格力电
器完成“2018 年实现 2000 亿元营
收”目标。洪仕斌则认为，尽管双方
已签订 2017 年 200 亿元的关联交
易合同，但珠海银隆带来的营收能
否持续仍是未知数。

（每日经济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