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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联合保单号021751973202�
0360005808，2017年5月11日开据
的发票代码5100161320发票号码

09105907合计金额58470.33合计
税额3508.22总计开票金额619�
78.55，声明发票遗失作废。

房屋租售

二手货交换
●公司处理10KV开关柜、直流屏
一批，有意联系13551036851

店 铺
●武侯祠600余平米旺铺转让，联
系电话：13568996729

搬家公司
●宏运搬家84446188★84439358

昨天的行情，
极富戏剧性！沪指
低开低走，一度大
跌近50点，最低跌
至 3254.61 点 。然
而，就在大家开始
感觉有些绝望时，
市 场 迎 来 V 型 反

转。最终，沪指仅小跌9.72点，以3293.97点报收，
沪指日线收出带长下影线的阳十字星。

值得注意的是，昨天创业板市场提前止跌，
最终反弹1.46%。经过前期市场快速调整之后，盘
中A股最后一块遮羞布也被扯掉。大盘的反转，
是否意味着反弹行情已经一触即发？

前天，达哥在道达号（微信号：daoda1997）文章
中说过，A股市场就还剩下沪指3300点这最后一块
遮羞布了。而昨天，沪指跳空低开12个点，3300点
直接告破，接下来的行情确实有点惨。全天大部分
时间，整个市场都处于非常低迷的状态，尤其下午
开盘之后，调整力度越来越强。这个时候，包括大盘
蓝筹股以及不少白马股，也都出现了幅度不小的下
跌。下午2点19分左右，沪指最多跌了超过48点，最
低跌至3254.61点，沪指跌幅高达1.47%。但很快，多
头发起了猛烈进攻。最终，沪指虽然没能收复3300
点，但尾市 40 分钟时间，沪指从 3254 点回升到
3293.96点，涨了近40点回来。沪指算是反转力度相
对较弱的，创业板指数出现了更强的反弹，最终创
业板指数大涨1.46%，一举重新站上5日均线。

从个股看，虽然沪指下跌，但沪市900多只个
股上涨，仅300多只下跌，深市则有1400多只个股
上涨，403只个股下跌。更为重要的是，在行情反弹
过程中，昨天热点板块再次出现。半导体、芯片概念
股成为最强的板块。比如，士兰微、苏州固锝、聚灿
光电、台基股份、上海贝岭、振华科技等多只个股涨
停。另外，经过前期持续大跌之后，次新股昨天也大
面积复苏，最终深次新股指数今日大涨2.49%。

应该说，从沪指11月23日大跌到昨天，经过
一段时间的持续下跌之后，昨天尾市的盘面，重新
让人看到了“温度”。而经过昨天大盘的V型反转，
是否意味着新一轮反弹行情一触即发？

对于昨天中小创个股的反弹，我个人认为，
这是物极必反，毕竟之前确实跌得太多了，自然
会有技术性反弹的出现。而昨天早上，在沪指持
续大跌的时候，其实创业板市场已经率先止跌企
稳，虽然下午开盘后跟随大盘有过一阵杀跌。但
是尾盘的拉升，确实还是比较提升市场人气。不
过，对于创业板未来的走势，我认为暂时还是当
成反弹来看。

另外，中小盘题材股是否能够集体走强，也
还存在疑问。昨天，虽然两市跌停个股大大减少，
但是“闪崩”的情况依然出现。继前天多只个股

“闪崩”之后，昨天浪莎股份遭遇连续第二个“一
字板”跌停。据报道，该公司连续19年不分红，被
投资者称之为“铁公鸡”。此外，摩恩电气、卓郎智
能两家公司也遭遇股价“闪崩”。所以，就个股层
面，我认为未来即便大盘止跌反弹，但有些公司
的个股风险还是要警惕。

最后，关于大盘，我认为沪指昨天收出带长下
影线的阳十字星之后，未来只要能够迅速回补昨
天的向下跳空缺口，并且重新站上 3300 点整数
关，以及重新站上半年线，那么未来迎来反弹的可
能性还是比较大。毕竟，如果沪指再往下跌，就要
考验年线的
支撑了，昨天
最低3254点，
而年线就在
3238点，已经
很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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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盘V型反转
后市反弹一触即发？

继2015年登陆港股后，家居渠
道巨头红星美凯龙终于完成A股
过会，实现了等候10年之久的A股
上市梦。红星美凯龙（01528.HK）
12月6日发布公告称，中国证监会
主板发行审核委员会对公司A股
发行申请进行了审核，该申请已通
过。这意味着红星美凯龙不仅实现
了期盼10年之久的A股上市梦，同
时也成为中国家居行业第一个同
时在A股和港股上市的企业。

10年A股上市梦
早在10年前，红星美凯龙创

始人车建新就提出在A股上市。
2007年，红星美凯龙曾计划在两
三年内于上交所上市。2012年红
星美凯龙在A股正式提交上市申
请。然而几次上市A股计划终因种
种原因搁浅。红星美凯龙不得不
转赴香港上市，2015年3月23日，
红星美凯龙登陆香港联交所。

登陆港股后，借助资本的东

风，红星美凯龙营业收入和规模
扩张势头十分迅猛。车建新始终
执著A股上市梦，2016年5月红星
美凯龙再度重新申报在A股上市。

按照最近的申报资料披露，红
星美凯龙公布计划发行不超过3.15
亿股A股，相当于扩大后内资股总股
本以及已发行总股本10.95%及8%，
募集资金不超过39.5亿元人民币。

今年11月，红星美凯龙再度
冲刺A股，12月5日获得首发通过，
成为中国家居行业第一个同时在
A股和港股上市的企业。

12月6日在港上市的红星美凯
龙早盘时一度飙升5.49%，不过午
盘之后快速回落，不仅回吐全部涨
幅，还下跌1.57%，报收10.04港元。

A+H继续扩张之路？
红星美凯龙A股上市后将有

什么动作？
据招股书显示，A股募集的

39.5亿元人民币，除了将用于多

个商场的建设，统一物流服务体
系建设、家居设计及装修服务拓
展、O2O家装平台项目以及偿还
银行贷款、补充流动资金等。

实际上近年来，得益于资本
带来的规模化扩张，取得稳定的
业绩和利润增长，红星美凯龙让
业界瞩目。按照招股书显示，红星
美凯龙在2014年、2015年、2016年
以及2017年1月~6月的年营业收
入分别为83.32亿元、91.79亿元、
94.36亿元以及50.70亿元，同期的
净利润分别为35.07亿元、33.42亿
元、36.73亿元、21.56亿元。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10月30
日，红星美凯龙家居mall数量达到
233家，2015年增加20家，2016年
增加23家，今年10月底前更增加
33家！而据招股书显示，红星美凯
龙在规模大幅扩张的同时，维持
高位的出租率。截至2017年6月30
日，公司无论是自营商场还是委
管商场，平均出租率均在96%以

上。而红星美凯龙在今年的中期
报告中透露，未来将继续打造全
渠道泛家居业务平台服务商。

探索线上线下融合之路
“互联网+”时代，线上线下加速

融合是未来发展的主题和趋势。在
红星美凯龙的招股书中，最具亮点
的是5亿元投向O2O家装平台项目。

其实早在2012年初，红星美
凯龙就开始对O2O模式进行探
索。当时红星美凯龙在全国83个
城市100多个商场试水“线上召
集，线下体验和购买”的O2O活
动。从红星美凯龙商城，到星易家
和家品会，再到在天猫开旗舰店，
红星美凯龙一直在尝试。

2016年1月8日，红星美凯龙引
入原苏宁易购互联网化负责人李斌
掌舵，并且在去年6月30周年活动
上，李斌正式对外解读了车建新的

“1001战略”，利用技术手段进行企
业智能化，在实体商场拓展到1000

家的基础上，打造1个互联网平台。
红星美凯龙希望像众多移动

互联网新贵一样，在家居领域打
造一个属于自己的完整生态：不
管是在线上还是线下，逛家具城、
卖家居都会到红星美凯龙去。今
年年初，红星美凯龙还上线了自
己的移动应用。今年7月，车建新
亲自掌托互联网化进程，推进“线
上线下融合”。车建新表示：“从
今以后，红星美凯龙不再有线上
团队线下团队之分，集团两万多
名员工都是互联网员工。”

红星美凯龙为自己的未来开
出了围绕“全渠道泛家居业务平
台服务商”战略定位，并且高度重
视互联网线上线下融合。当时车
建新表示，接下来红星美凯龙的
互联网战略是边打边赢，积小胜
为大胜，“我过去认为自己这辈子
做两件事就很好了，现在要做第
三件事，就是互联网。”

成都商报记者 吕波

红星美凯龙A股IPO过会
启动“A+H”双上市之路

1 资金用途

据招股书显示据招股书显示，，AA股募集股募集
的的3939..55亿元人民币亿元人民币，，除了用于除了用于
多个商场的建设多个商场的建设，，统一物流服统一物流服
务体系建设务体系建设、、家居设计及装修家居设计及装修
服务拓展服务拓展、、OO22OO家装平台项目家装平台项目
以及偿还银行贷款以及偿还银行贷款、、补充流动补充流动
资金等资金等。。

2 未来设想

红星美凯龙希望像众多红星美凯龙希望像众多
移动互联网新贵一样移动互联网新贵一样，，在家居在家居
领域打造一个属于自己的完领域打造一个属于自己的完
整生态整生态，，为自己的未来开出了为自己的未来开出了
围绕围绕““全渠道泛家居业务平台全渠道泛家居业务平台
服务商服务商””战略定位战略定位，，并且高度并且高度
重视互联网线上线下融合重视互联网线上线下融合。。

12 月 5 日，来自证监会网站
的消息显示，南都物业服务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都物业”）
首发过会获通过。根据南都物业
10月31日更新后的招股书显示，
公司拟公开发行不超过1984.127
万股，计划募集资金4.11亿元，用
于物业管理智能化系统、公寓租
赁服务等项目。

物业公司上市融资意愿强

“首发过会，即获得发行审核
委员会通过，按照一般流程，首发
通过后就剩等待证监会批文的最
终核准发行了。”12 月 6 日，国际
地产资管公司协纵策略管理集团

联合创始人黄立冲告诉记者。一
旦 IPO 顺利过会，则预示南都物
业将成为首家成功登陆A股的物
业公司。而此前，国内已有多家物
业公司实现上市融资，但均在港
交所上市。

来自中国指数研究院的数据
显示，截至2017年6月30日，内地
已有 5 家物业企业登陆香港主
板，52家挂牌新三板，还有至少3
家计划冲刺A股，5家准备登陆香
港主板，10余家在排队等待新三
板审查，物业服务企业挂牌新三
板的意愿强烈。

而上市后对物业企业的助推
力也颇为明显。以花样年的物业

板块为例，自彩生活 2014 年 6 月
30日上市之后，其股价一路攀升，
甚至一度市值超过了母公司花样
年，物业服务企业在资本市场越
发受到投资者的青睐。

“分拆物业谋独立上市已经
成为大型开发商的标配。”业内人
士告诉记者，物业管理行业作为轻
资产运营的新业务模式，收入结构
简单，利润水平稳定。但由于受到
资产规模的限制，主板的上市要求
对于物业管理公司而言较难达到，
因而“新三板”成为物业管理行业
发展寻求的主要资本动力。

“没有企业是不想在主板上
市的。尤其物业公司，选择上市的

目的不仅限于融资。”安居客房产
研究院首席分析师张波认为，之
所以大多数物业企业选择借道新
三板上市，是因为直接谋求主板
上市的成功率很低。

差异化竞争谋求更多资源

据安居客房产研究院统计，
目前物业公司中具有开发商背景
的公司占比约 78%，独立物业管
理企业在 22%左右，并且龙头企
业梯队已然渐显。2016 年中国物
业管理协会数据显示，百强物业
公司的收入均值就已近亿元，总
值则达189.94亿元。

广发证券的研究分析认为，

单纯物业管理市场在 2020 年前
后有望达到万亿，增量市场较高
的基础增速为行业带来广阔的增
长空间。但是，随着物业管理行业
的火热发展，基础物业服务的同
质性特征加剧了企业间竞争，越
来越多的物业服务企业采取差异
化竞争战略，探索更贴近业主需
求的特色服务，以特定领域服务
优势谋求更多更好的市场资源。

张波表示，未来“做不成品牌
物业的房企，不是好开发商”。“互
联网+”以及人工智能将在未来和
物业管理行业实现深度融合，物
业公司品牌的全国化将会是重要
趋势，强者恒强的“马太效应”必
将出现在物业领略。未来品牌物
业将通过兼并收购的方式快速扩
大市场份额，快速淘汰落后企业，
实现行业跨越式发展。

（每日经济新闻）

同 步 播 报

南都物业首发申请过会
A股“物业第一股”呼之欲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