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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礼14亿 德奥通航求婚成功
珍爱网
“想嫁”却领不了证
网络红娘珍爱网
要“出嫁”，连“喜帖”
都已发出来了。停牌7
个 多 月 ，筹 划 资 产 重
组 的 德 奥 通 航
（002260.SZ）近 日 公
布重大资产购买预
案 ，欲 花 14 亿 元 控 股
珍 爱 网 。在 德 奥 通 航
经营业绩不佳的情况
下 ，公 司 试 图 向 婚 恋
市场谋求转型创造新
的盈利增长点。
不过，
想要收购珍
爱网并不容易，
目前其
VIE架构尚未彻底拆
除，
这为德奥通航能否
顺利控股珍爱网带来
一 定 的 不 确 定 性 。此
外，
记者还发现，
相较3
月时公布的收购方案，
最新方案中的交易方
式从定增变成了现金
收购。业内人士认为，
其出发点是为了规避
监管审核。

“我们是被收购，我们不是主动
4 亿元，仅占珍爱网 100%股权作价
谓劣后的风险等。
”
方。”当记者联系到珍爱网时，珍爱
27.4 亿元的 14.60%，就撬动了近 14
记 者 注 意 到 ，自 去 年“ 史 上 最
网相关负责人表示。目前的公开资
亿元对标的公司增资，进而实现上
严”重组新规公布以来，借壳上市难
料显示，与其说珍爱网闯关 A 股，更
市公司通过并购基金控制珍爱网， 度一再加大，
“ 交易规模”、
“ 控制权
变更”等指标上扩展加大，在此势头
确切地说是被 A 股公司收购。
并在交易完成后对珍爱网的并表。
经评估，
珍爱网整体作价 27.4 亿
并购汪研究中心指出，这种并
下，许多公司采用重大资产重组以
元。
德奥通航将作价 13.97 亿元，
并用
购基金的设置是利用了有限合伙式
达到上市目的。此次，珍爱网与德奥
现金方式支付，
通过子公司设立的基
并购基金的特性。上述并购基金做
通航的“联姻”收购方案一经公布便
金“德奥珍爱”持有珍爱网 51%的股
出有限合伙式并购基金“少数股东
遭到市场质疑。尽管德奥通航在公
权，
间接实现对珍爱网的控制。
权益杠杆”的巧妙利用，即上市公司
告中称，此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从这份重大资产购买预案里， 通过与外部投资者联合设立并购基
也不构成借壳上市，且上市公司实
记者发现了几大看点。一是交易方
金，并通过并购基金收购标的，就可
际控制人宋亮仍为公司实控人。但
式发生不少变化——由定增股份收
实现“少出资却控制标的”
的目的。
市场仍然存有猜测。
购 100% 股 权 改 为 现 金 收 购 51% 股
但是，重组预案公告中也提到
沈萌认为，
“ 这就是借壳，是分
权，并且实现“少出资却控制标的” “若德奥珍爱无法募集足够的资金
两步走的借壳。第一步，先以基金形
目的；二是珍爱网 VIE 控制协议已终
可能会导致交易失败的风险。”记者
式买断；第二步，再将资产注入上市
止，但尚未彻底拆除。
查阅后注意到，目前“德奥珍爱”尚
公司，但这个借壳是业务的借壳，而
未成立，其子公司尚未完成在证券
不是股东的借壳，因为有可能实际
投资基金业协会的管理人登记和基
控制人不发生变化，而对卖方业绩
少出资却控制标的
金产品备案手续；另外，
“德奥珍爱” 的约束在基金持有期内就完成了。”
8 月 4 日晚，连年亏损的德奥通
的全体合伙人尚未签订合伙协议并
航公布了重大资产购买预案。2017
履行工商登记程序，其他投资方也
珍爱网的身份领不了“结婚证”
年 8 月 3 日，德奥通航全资子公司深
尚未最终确定。
圳前海伊立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
珍爱网的控股股东为珠海安远
交易对方签署了附生效条件的《重
科技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简称“安
多方交易规避借壳红线
组框架协议》，前海伊立浦将作为基
远科技”
），实际控制人为李涛。2016
金管理人及普通合伙人为此次交易
在业内人士看来，
德奥通航收购
年 12 月，现在深圳珍爱网信息技术
专门募集设立一支基金（名称暂定
方案的变更可能是为了避免存在借
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李涛，就已将珍
为“ 德 奥 珍 爱 合 伙 企 业（有 限 合
壳上市的嫌疑。
“德奥通航采用自己
爱网 100%股权分别转让给安远科
伙）”
）并联合其他投资方共同向珍
作为基金劣后方组织并购基金，
实质
技、政安实业、旭安科技、安伦科技、
爱网投资 20 亿元。
上与传统的并购基金不同，
这更像是
展安实业这 5 家有限合伙企业。这 5
珍爱网将上述投资款以及自有
一个为了补充自己的现金支付能力
家有限合伙企业合伙人绝大部分为
资金 2.77 亿元(合计 22.77 亿元)用于
以及规避重大资产重组中关于借壳
公司管理层及员工，包括部分珍爱
收购珍爱(深圳)100%股权。同时，该
的监管而设计。目前借壳、特别是涉 （开曼）层面的境外期权。转让完成
笔股权转让款作为支付 VIE 架构的
及互联网项目的借壳，
在监管机构属
后，5 家有限合伙企业持股比例分别
拆除对价。上述投资完成后“德奥珍
于审核的重中之重，
但如果采用全现
为 58.9488% 、25.1452% 、8.3985% 、
爱”持有珍爱网 51%的股权，其他投
金的方式就可以既规避借壳的红线、 4.3161%、3.1914%。
资方持有珍爱网 22%的股权。
又利用并购分道审核机制中对全现
根据交易协议，
并购基金及其他
早在今年 3 月 11 日，德奥航空
金交易不审核只备案的便利，
实现快
投资者向珍爱网增资 20 亿元后，
珍爱
就公告“以定增发行股份的方式购
速完成的目的。”香颂资本执行董事
网将使用这 20 亿元资金以及珍爱网
买标的公司 100%的股权”，在证监会
沈萌对记者如是指出。
自 有 资 金 2.66 亿 元（合 计 22.66 亿
对定增和跨界重组加强监管后，此
在沈萌看来，此次交易方案的
元），用于 VIE 架构的拆除对价。也就
次的收购资金变成并购基金。
结构其实并不隐蔽也不独创，就是
是说，只有在支付 22.66 亿元的价款
另外，公告显示，德奥通航将使
以规避监管审核为目的，后续监管
后，
珍爱网的 VIE 框架可彻底拆除。
用自有及自筹基金 4 亿元作为劣后
层可能会对一些细节提出问询。
“比
记者注意到，眼下珍爱网的 VIE
级 LP 向并购基金出资，占并购基金
如盈利承诺的可行性、未达承诺的
架构尚未彻底拆除。预案显示，这一
募资总额仅为 20%，即德奥通航出资
调整机制、收购基金的来源以及所
架构的拆除将涉及海外投资者股份

茅台股价盘中突破500元
有私募称
“鸡肋”仅供欣赏

在一片看好声中，贵州茅台股
价在 8 月 14 日的盘中一举冲破 500
元大关。虽然遗憾的是收盘并未
真正站上这一历史性的价格关
口，但已令市场对此热议不断。贵
州茅台股价今年以来一直上涨，
不少机构、券商对其目标价也不
断随之抬高。在《每日经济新闻》
记者采访的部分私募人士中，继
续看高贵州茅台股价的不在少
数，但也有私募对 500 元一股的贵
州茅台提出了不一样的观点，认
为其已成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
“鸡肋”，可以欣赏与玩味，再以真
金白银去投入已无必要。

贵州茅台成 A 股最贵股票
8 月 14 日 ，贵 州 茅 台 高 开 高
走，在资金的推动下，一路拉升，盘
中 一 度 突 破 500 元 大 关 。截 至 收
盘 ，贵 州 茅 台 涨 3.26% ，报 499.83
元，股价再次创出历史新高，成为
A 股史上首只突破 500 元关口的个
股。贵州茅台总市值已达 6279 亿
元，其股价今年以来涨幅超 50%，
而去年涨幅曾达到 56%。
记者注意到，
统计数据显示，
自
1997 年 8 月份以来，A 股共出现 55
只股价超过200元以上的个股，
共有
360只个股股价曾破百元，
但最后普
遍因主动送转或连续大跌，股价大
幅回落。
而贵州茅台一路坚挺，
使其
成为A股名副其实的
“股王”
。
值得注意的是，在东方港湾董事

长但斌发声力挺贵州茅台股价后，
已有不少券商给予贵州茅台强烈
推荐或增持买入评级，各路机构也
纷纷预测茅台股价将达到 600 元
以上；其中安信证券认为，维持 580
元目标价的判定。中银国际则上调
了贵州茅台 2017 年、2018 年盈利
预 测 ，目 标 价 格 由 550 元 上 调 至
600 元；申万宏源的观点认为茅台
上半年供不应求，批发价上涨幅度
也超年初市场预期，未来 2~3 年，
由于受基酒的限制，供需矛盾将加
大，2018 年~2019 年供给偏紧将成
常态，价格具备持续上涨空间，上
调 12 个月目标价至 600 元。
不过，在贵州茅台股价一路
高歌之际，部分机构却开始减持。
贵州茅台中报显示，在二季度，证
金公司减持 63.21 万股，社保基金
一零一组合减持 40.2 万股，泰康
人寿旗下的个人分红产品减持
59.99 万股。此外贵州茅台还遭到
QFII 小幅减持，但减持数量较少，
仅 7 万余股。

股价高不高私募有争议
500 元一股的贵州茅台到底贵
不贵？巨泽投资董事长马澄认为，
茅台股价一举突破 500 元大关，创
出历史新高，主要原因首先是监管
层引导市场进行价值投资，而大消
费类的贵州茅台无疑是价值投资
的较好标的。再加上 A 股被纳入
MSCI，各行业的龙头企业是 MSCI

的重要成分股，这就促使茅台股价
节节走高。其次是监管层严打靠讲
故事、傍题材的虚假炒作，促使部
分原来热衷于题材股炒作的投资
者转向进行价值投资；第三是自去
年以来，白酒价格普遍上涨，酿酒
企业业绩稳步增长，2017 年中报均
有大幅增长，茅台中报业绩更是大
增 36.06%，这无疑加大了机构做多
的信心。
璟恒投资肖兵也认为，贵州茅
台盘中突破 500 元，没有什么特别
之处，主要是其送转股少，分红基
本都是现金。市值高主要是因为企
业基本面好，好品牌加好业绩，又
是稀缺标的加行业龙头，在 A 股今
年回归业绩的整体市场环境下，这
样好的标的市场给予一定的估值
溢价不为过，
高市值并不难理解。
但也有私募持有不同观点。上
海千波资产束其全就指出，贵州茅
台股价冲上 500 元，表面上看是其
内在投资价值驱动的必然结果，如
果考虑其中报优秀的基本面，似乎
其股价无论是按照 PEG 或者其他
一些研究指标都不是太贵，某种程
度上依然可以把其看成是良好的
投资标的。但考虑到贵州茅台所在
的白酒行业并非创新行业，股价是
否能够继续上涨没人能说得清楚。
500 元的股价更像是“鸡肋”，食之
无味，弃之可惜，最多只是欣赏和
玩味，如果再将真金白银投入，无
疑是不明智的举动。
（每日经济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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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银监局开最大罚单
花旗银行被罚 1064 万元

赎回、VIE 相关协议的解除以及股权
结构的调整等操作，
还将面临税务风
险、风险评估等多重问题。而此次德
奥通航收购的关键之处，
也在于标的
公司 VIE 架构拆除完成的基础上。
记者还注意到，目前珍爱网创
始人、董事长李松不在股东名单中。
此前有市场传言称，李涛是李松的
弟弟。那么，李松为何在这次交易中
退出？李松是否还是公司实控人？记
者给珍爱网公关部发去邮件，对方
回应称，由于目前公司还处在缄默
期，依据监管要求，一切请以公告内
容为准。
灼识咨询创始合伙人侯绪超对
记者分析称，上述 5 家公司还是有限
合伙制公司，由此判断这几家公司
的控制权应该还在李松手上。这样
的设置安排问题应该不大，应该是
为了兑现当年管理层的股权激励承
诺。他认为，李松是否仍为公司实际
控制人，应该考虑并购基金中除去
德奥通航上市公司外出资 16 亿的是
谁，以及这个有限合伙的并购基金
对 GP 和 LP 的权利是如何约定的。
对于中概股回归本身的问题，
上
海德景投资管理公司投资副总监刘
万清对记者表示，
“中概股在国外估
值偏低，
所以导致近年很多公司开始
谋划拆分 VIE 结构回归境内资本市
场。
中概股从境外回归一般要经过私
有化、拆 VIE 架构和境内上市（或挂
牌新三板或借壳上市）三个流程。
VIE
真正的风险可能还在于架构不那么
透明、耗时也挺长，少量的企业是想
回归发展国内业务方面的考虑。
而另
一种想靠回归套取差价，
按国家目前
的监管政策是肯定不鼓励的。
”
侯绪超则认为，VIE 架构的拆除
关键步骤在于 WFOE（外商独资企
业）的股权变更和协议控制的解除，
主要还是资金，其他都是步骤性的，
只是时间问题。他还注意到，珍爱网
拆拆 VIE 后，如何维系 ICP 许可证或
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如果要重新
申请一张证，
要花很长时间。
（每日经济新闻）

创业板
未来有望成主角？
上周五，沪指放量跌破 30 日均
线，个股普跌。而周一，刚过了一个
周末，市场似乎又有了转机，沪指
强劲反弹 28.82 点，以 3237.36 点报
收，
重新收复 30 日均线。
昨天，
在大盘反弹的同时，
贵州
茅台盘中突破 500 元大关，
这也是 A
股历史上除
“老八股”
之外首只突破
500元的个股。
很多人都在问，
茅台突
破500元了，
未来还会不会继续涨？
先说一下大盘，
上周五市场大跌
之后，
达哥对后市是比较谨慎的。
而
昨天市场的表现，
还是显示出了多头
的决心，
在消息面没有出现明显利好
的情况下，
依然发起了较强的进攻。
就创业板指数而言，
7月18日最低跌
到1640多点，
而昨天反弹至1794点，
累计反弹幅度达到9.3%。
经过近一段
时间的反弹，
不少人开始关心一个问
题，
创业板是否已经迎来趋势性的转
折，
是否已经见底了？
或者换一种说
法，
未来创业板是否有望成为主角，
市场将迎来风格的转换？
对于这个问题，我个人的看法
是，近期创业板市场的走强，依然
当做反弹看待，整体出现趋势反转
的难度较大，但其中一些真正质地
优良的个股，依然会受到资金的青
睐。另外，即便创业板走强，也并不
一定就必然与大盘蓝筹股的投资
价值相矛盾，尤其是不影响市场对
白马股的长期青睐。
说到白马股，不得不提的一点
就是贵州茅台盘中终于突破 500 元
大关，最高达到 500.10 元的历史纪
录。茅台股价创纪录后，有朋友问
达哥 ，未来茅台股价还会继续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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吗？贵州茅台股价突破 500 元大关，
从绝对价格来看，确实很高。但如
果要说估值，是否真的泡沫很大，
大到了要见顶的估值水平？我认为
这个问题也是值得探讨的。目前，
虽然股价盘中突破 500 元，茅台的
估值并不见得就高得离谱。
对于茅台未来的股价，
我个人的
看法是，
如果未来还能维持目前或更
高的业绩增速，
那么，
500元大概率不
是顶。
如果低于现有业绩增速，
那么
就另当别论了。
茅台能够涨到500元，
也是众多机构抱团的结果，
这种抱团
的投资行为，
似乎也可以用一种价值
投资的情怀，
或者信念来解释。
既然
这种情怀已经形成了，那么也就不
太容易快速消失。
所以，
只要业绩仍
能继续维持目前的增长态势，
那么，
茅台股价未来即便有调整，也不会
是趋势性的转折，只不过茅台的上
涨节奏，
可能会出现一些变化，
有可
能从单边持续上涨，转变成波动更
频繁的缓步上涨节奏。
最后简单说一下大盘后市。昨
天沪指虽然强劲反弹，而且收复了
30 日均线，但我认为调整还没有结
束，主要原因还是上周五沪指下跌
50 多点，杀伤力比较强。同时，昨天
沪市仅成交 2091 亿元，缩量非常明
显，
只有创业板在放量，
这种局部放
量的情况，说明后市多空争夺有可
能还将延续。
所以在操作上，
后市继
续维持谨慎态度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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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腾讯微博：
@成都商报

8 月 11 日，上海银监局发布六张
行政处罚单，花旗银行、上海银行、华
夏银行、天津银行、农业银行均遭处
罚，合计罚款逾 1400 多万元。值得注
意的是，花旗银行部分分行因发放房
地产贷款违反利率规定以及信用卡违
规整改不力，叠加共罚没 1064 万元，
这是上海银监局迄今对商业银行做出
的最高罚款。
记者梳理发现，此次上海银监局
开出的六张罚单中，
房贷、同业等领域
成为银行违规的集中高发地。
其中，
除
花旗银行因房贷违规外，华夏银行上
海张江支行因未对票据签章作真实性
审核，
违规贴现，
前行长将贴现利差据
为己有，华夏银行上海分行未能通过
有效内部控制措施发现并纠正前述行
为，被罚款 100 万元。据统计，今年以
来，上海银监局开出的行政罚单共 32
张，
这已经超过了去年全年的 25 张。
业内人士接受记者采访时分析认
为，
此次花旗银行、农业银行金桥支行
均因房地产相关业务缴纳罚没款，尤
其是今年 3 月底银监会在开展“三三
四”
（
“三违反”45 号文、
“三套利”46 号
文、
“ 四不当”53 号文）专项整治工作
的背景下，不排除后续会有更多更高
金额的房地产相关处罚案例，其中超
过 1000 万元的处罚案例不会罕见。
（每日经济新闻）

海亮教育现“乌龙指”
“世界股王”仅持续 8 分钟

美国当地时间 8 月 10 日早盘，纳
斯达克上市的教育类中概股海亮教育
（NASDAQ：HLG）在开盘短短 5 分钟
后上演了戏剧化的一幕——每股股价
瞬间涨至 199999.99 美元，涨幅高达 2
万倍，公司市值一度飙升至 5.4 万亿美
元，成为美股市场第一只达到万亿市
值的企业。随后海量教育宣布因涨跌
幅波动异常暂时停牌，并于 9 点 43 分
复盘，
股价回落到 10.26 美元/股。
虽然海量教育超越苹果成为“世
界股王”仅持续 8 分钟，但其创造的全
球股市市值“吉尼斯纪录”
则将被载入
史册。
著名经济学家宋清辉分析表示，
此次海亮教育天价“乌龙指”事件，直
接导致其市值市碾压苹果秒杀盖茨
等，
市场舆论影响极大，
无疑会导致美
股市场的异常波动。
但是，
“乌龙指”
毕
竟是人为失误造成的，对市场产生的
不利影响只会在短期内存在。
据悉，海亮教育的控股股东为海
亮集团董事局主席冯海良。根据胡润
研究院 3 月 7 日发布的《2017 胡润全
球富豪榜》显示，
冯海良雄踞绍兴富豪
榜首位，拥有 215 亿元资产，位列百富
榜的 642 位。当被问及一时间成为世
界首富的心情时，
冯海良连用三个“笑
话”来回应记者：
“我们完全不知道这
件 事 情 ，并 没 有 给 公 司 经 营 带 来 影
响。
”
（每日经济新闻）

统一称不会退出方便面市场

近日，
一则关于“统一将退出方便
面市场”
的消息在业内传开，
作为方便
面巨头之一，此消息的传播迅速引发
业内关注。8 月 14 日，成都商报记者联
系上统一相关负责人，
该负责人表示，
对于网络传言不太清楚，但明确表示
统一不会退出方便面市场。
有消息显示，在统一集团旗下统
一、统一中控、
统一实三公司举行的会
上，
统一集团董事长罗智先表示，
5元以
上方便面产品占比逐步拉高，
因此公司
内部已有共识，
将逐步退出快餐面（方
便面）市场。
但不会离开
“面”
市场，
将重
新定位。
他指出，
此举是定位问题，
方便
面不能再用过去的方式来呈现。
关于退
出时间，
罗智先表示，
时间并未确定，
视
市场情况而定。
为此，
有业内人士将该
则消息解读为统一将退出方便面市场。
统一相关负责人向记者表示，
“统一不
会退出方便面市场”
。
据北京商报报道，对于网络所传
的“老坛酸菜方便面退出市场”，其相
关负责人表示，老坛酸菜方便面并不
会退出市场，
“毕竟这是由统一首创的
产品，未来企业在方便面业务的重心
会倾向于高端产品。
”
8 月 8 日晚间，统一企业中国控股
有限公司（00220，HK)发布中期业绩
公告，上半年收益为人民币 108.86 亿
元，下降 7.1%，权益持有人应占溢利
为 5.69 亿元，
下降 26.5%。
成都商报实习记者 费成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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