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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启程IPO的博纳
影业近日成为行业关
注的焦点。不久前，博
纳影业与院线行业龙
头万达院线达成战略
合作。日前，博纳影业
又在戛纳电影节宣布
与好莱坞牵手的重磅
项目——主投主控好
莱坞大片《中途岛》。

以前，中国资本与
好莱坞的合作基本是
买版权，分享中国市场
增长的红利。博纳影业
集团董事长于冬表示，
这称得上是中国资本
介入好莱坞大片的重
大突破，未来的趋势是
中国资本对好莱坞大
片的投资比例将超过
50%，而且会自己来做
全球发行。

放量长阳确认大盘底部
但还有件事更考验人

5月24日，第70届戛纳电影节
传来重磅消息，博纳影业集团（以下
简称“博纳”）宣布，将斥资 8000 万
美元主投主控好莱坞著名导演罗
兰·艾默里奇的二战史诗巨制《中途
岛》（《MIDWAY》），博纳影业将拥
有该片除美国之外的全球所有权，
包括在中国的发行权。

电影《中途岛》
预计2018年年初开拍

“炸过”三次白宫，“毁灭过”一
次世界，罗兰·艾默里奇是好莱坞炙
手可热的商业大片导演之一，擅长
特技以及战争、灾难题材。中国观众
认识他是从灾难大片《后天》开始，
另一部巨制是《2012》，他成为名副
其实的“灾难片大师”。此后他还执
导过《独立日》系列、《哥斯拉》等大
片。目前，艾默里奇执导的电影总票

房收入超过38亿美元，位列电影史
最赚钱的导演前十。

《中途岛》将是艾默里奇与好莱
坞金牌制片人马克·戈登的强强联合，
马克·戈登曾主导过《拯救大兵瑞恩》

《乔布斯传》等奥斯卡提名影片，《中途
岛》预计将于2018年年初开拍。

无论是投资还是制片阵容，《中
途岛》都称得上是好莱坞超级大片
的标准。而这一次博纳入局，不仅成
为主投方，而且将主控美国之外的
全球发行，称得上是中国资本介入
好莱坞大片的重大突破。

据悉，《中途岛》在美国的发行
将由全球顶尖的娱乐体育经纪公
司 CAA 操盘。而博纳也与 CAA 达
成了战略合作，双方将共建一个电
影专项投资基金，首期规模 1.5 亿
美元（约 10 亿人民币），该基金主
要投资面向全球市场的英文电影、
中外合拍电影以及面向本土市场

的华语电影。
博纳将拥有上述基金投资的

所有电影在中国内地的发行权，
CAA 将代理这些电影在北美地区
的销售，并选择国际发行商。《中途
岛》正是该基金投资的首个项目。

影片总成本
不止8000万美元

5 月25 日凌晨，每经影视记者
通过越洋电话独家专访了博纳影业
集团董事长于冬。“这是中国资本首
次主投主控好莱坞大片。”于冬告诉
记者，“之前与 CAA 沟通这部影片
的剧本研读等，基本是邮件往来，并
未确定博纳将投资。这一次电影节，
导演和制片人专程从洛杉矶飞过来
见我，我们谈了一天，他们给了我很
多惊喜。我拍板决定博纳来主投。这
是导演近 20 年来最想拍的一个题

材，他甚至自费来写剧本。”
每经影视：相比过去参投的好

莱坞大片，博纳在这部影片中的投
资占比大概是怎样的？

于冬：这不仅是博纳首次主投
主控好莱坞大片，也是中国公司的
第一次。博纳几乎是全额投资《中途
岛》。不仅主投，而且还负责美国之
外的全球发行。

每经影视：《中途岛》博纳投资
8000万美元，这部影片在现今好莱
坞属于什么体量？

于冬：其实这部影片的总成本
不止8000万美元，目前还要找一个
美国投资方，整个投资至少1.2亿美
元，算是好莱坞的超级大片。美国的
独立制片较难获得好莱坞六大电影
公司的投资，目前的态势是好莱坞

“六大”投资大体量的独立制片的数
量在下降，但单片规模仍在上升，更
重要的因素是中国电影市场崛起，
这给了中国投资人底气。

每经影视：博纳主投主控《中途
岛》，对于这样的合作有什么意义？

于冬：以前，中国资本与好莱
坞的合作基本是买版权，分享中国
市场增长的红利。博纳主投主控

《中途岛》，那就是中国资本寻求与
海外发行结合。在我看来，未来的
趋势是中国资本对好莱坞大片的
投资比例将超过 50%，而且会自己
来做全球发行。

博纳与CAA
共建电影投资基金

每经影视：导演罗兰·艾默里奇
擅长拍摄特技以及战争、灾难题材

大片。在《中途岛》中，他将会尝试什
么样的创新打造这部史诗巨作？

于冬：这是导演最想拍的一个
题材。无论是导演还是制片人马克·
戈登，他们的制作水准都决定了这
是一部超级大片。之前类似题材的
大片是16年前上映的《珍珠港》，耗
资 1.8 亿美元，那时候特效需要模
型，因此花了很多钱。但现在做那样
的特效，已经不需要花当时那么多
钱。技术在不断革新，因此类似的投
入，效果会更加震撼。另外，《中途
岛》的题材也会让中国观众非常关
注，因为它讲述了一个二战期间与
中国有关的故事。

每经影视：除了大片《中途岛》，
我们注意到，博纳在戛纳电影节期
间还有个引人注目的举动，那就是
与 CAA 共建了电影长期专项投资
基金，这个基金未来将主投哪种类
型的电影，以商业大片为主吗？

于冬：这个基金一期是10亿人
民币，用完之后还会有二期、三期。
基金会主投面向华语市场的英文电
影、外国人拍的华语片，合拍片和引
进片都会有。的确会是以商业大片
为主。

每经影视：CAA是全球顶尖的
娱乐体育经纪公司，博纳与 CAA
合作，除了共建的电影专项基金，
未来还会与 CAA 进行怎样的资源
整合？

于冬：博纳与 CAA 达成合作，
搭建起了海外投资通道，能够通过
CAA 在全球深厚的娱乐资源嫁接
全球电影资本，也将进一步推进中
国资本产业全球化。

（每日经济新闻）

最近一段时间，达哥一直在强
调，当前行情的基调是震荡筑底。
前晚，达哥在道达号（微信号：dao-
da1997）上 说 ，“ 大 盘 探 底 或 已 成
功”。而昨天，沪指终于迎来一根解
气的放量长阳，最终沪指大涨43.75
点，以 3107.83 点报收，终于再次站
上 3100 点和年线关口。同时，两市
成交量明显放大，沪市成交超过
2000亿元。

昨天这根放量长阳，是否能够确
立大盘探底成功？未来如果反弹得以
延续，操作上有哪些需要注意的？

先说说昨天的盘面，早上大盘还
在维持震荡趋势，小盘股也继续大
跌，创业板指数最大跌幅一度超过
1.7%，跌停板数量依旧很多。但是，
下午开盘之后，大盘的涨势逐渐确
立，并且涨幅逐渐扩大，最终沪指
突破了 3100 点，也重新站上了年
线关口。

从个股层面看，昨天市场有两

个重要特征值得关注。首先，银行、
保险、地产几大板块集体发力，对指数
起到了明显的推动作用。浦发银行涨
停，中国平安大涨5.72%，招商银行大
涨4.75%，万科大涨6.83%……这些个
股的放量大涨，对于市场人气带动是
很明显的。指标股领涨的同时，白马股
表现相对要弱一些。但我觉得也很正
常，之前风光了那么久，休养生息一下
也很合理。

其次，就是超跌股终于开始反
弹了。最典型的信号就是前天达哥
在道达号（微信号：daoda1997）中提
到过的第一创业，昨天该股继续放
量大涨，一度冲击涨停板，最终大涨
9.25%。而第一创业的大涨，也刺激
了其他券商股纷纷走强，这有点否
极泰来的感觉。毕竟，最近券商股的
利空消息太多了。同时，其他一些超
跌的个股，尤其是中小盘股，下午也
由跌转升，不少个股也从跌停板上

“活”了过来。
从指数而言，经过昨天的放量

长阳，更加坚定了我对大盘探底成
功、指数底部已经确立的看法。沪指
两次逼近3000 点整数关，两次都顽
强守住，现在又重新站上年线，站上
3100点。这些都说明，当前市场底部
确立的概率已经很大。基于这样的
判断，达哥认为，继上次5月16日加
仓之后，沪深300指数仓位参考可以

再提升一成，达到六成仓位。
说到加仓，表面上看不难，但即

便是相同的仓位，如果选择的股票
不一样，那么得到的结果也会有很
大差别。毕竟，现在市场分化太明
显。而昨天，带领指数冲关的主要是
银行股、保险股等，但这些品种普通
投资者或许并不喜欢。而且，大盘金
融股，比如工行、建行等下午都有些
冲高回落，万一接下来不能继续冲
锋，很快陷入调整怎么办？加了仓，
敢不敢拿一段时间？

再说超跌股抢反弹，这是普通
投资者比较喜欢干的事情。一般来
说，如果大盘是超跌反弹，那么蹦得
最高的多半也是超跌股，但这个对
大家的选股功夫考验也很大。以券
商股为例，万一又是“一日游”行情，
游资来个短平快，打一枪就走，确实
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所以，现在即
便底部可以确立了，也可以选择加
仓了，但究竟选什么股票，才是最考
验人的。 （张道达）

近日，“一带一路”的机遇成为
企业家们热议的话题，不少企业家
热议“走出去”谋求更大发展。个贷
中心积极为企业解决融资难题，帮
助川企“走出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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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个人征信立等可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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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房就能免费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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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拨打028-86748844免费
咨询办理。
■车位也可快速贷款

主城区车位也可快速贷款，利
息高低根据客户资质的评分而定，
这种产品优势是放款速度快、利息
低、可单方面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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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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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申请到35万元应急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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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带一路”带来巨大商机
个贷助力川企走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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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导演罗兰·艾默里奇（右三）、博纳影业集团董事长于冬（右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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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5日，A股券商板块出现
了久违的大涨，此前饱受解禁压
力 的 第 一 创 业 股 价 大 幅 上 涨
9.25%，终于一扫此前阴霾，似乎
带给了券商板块曙光。但事实上，
目前板块基本面的压力依然未有
减弱的信号。25 日券商板块发动
绝地反弹，是否意味着板块“否极
泰来”呢？

从 5 月 25 日 11 时起，在行业
龙头中信证券的带领下，券商板
块出现集体拉升。截至上午收盘，
涨幅居前的有广发证券、国元证
券、中信证券。到了午盘，板块中
的中小市值公司如第一创业、山
西证券、国金证券等开始快速拉
升，截至收盘这些公司股价涨幅
都在5%以上。

近期以大保险、大银行为代表
的大金融板块持续逆势上涨，相比
之下，最近券商板块面临的却是持
续更新的“负面清单”。虽然券商基
本面不甚乐观，但近期机构对券商
板块的关注热情未减。早在今年4
月上旬，就有机构发布观点看多券
商板块，该机构在上周末再度对券
商板块予以关注。

就当前看，券商总体估值已进
入十年来的历史底部，虽然短期仍
有压力，不过从长期估值的角度来
看，现在券商板块的价格已严重低
于合理估值以下。综合来看，估值
处于历史底部是各家机构当前推
荐券商板块的核心逻辑。不过投资
者对券商板块的基本面仍需持一
份冷静。 （每日经济新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