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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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早上，沪指恐慌性杀跌，再
次创出新低的3034.10点，随后上演
V形反转好戏，最终沪指上涨27.02
点，以3079.80点报收。

个人感觉，市场杀出新低之后，
一轮反弹行情有望展开。那么，当前
市场下，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

说一个题外话，昨天是 6 月 12
日，三年前，2015年6月12日，沪指
创下5178点高点，这也是上一轮牛
市的顶点。三年过去了，如今沪指只
有3079.80点，三年跌了约2100点。
但我认为，当前的市场，虽然也可能
存在一些不足，但显然比当时还是
要健康得多。

再换一个角度看，三年前的 6
月12日，贵州茅台只有266元，而昨
天贵州茅台又创下了803.5元的新
高。类似的个股，还有中国平安、格
力电器、海康威视、五粮液等不少公
司，如果你同样在三年前，买入了这
些股票，一直持有到现在的话，可以
让你赚很多钱。

现在说这个话，或许有马后炮
之嫌，但却都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另
外，达哥还想表达的另外一层意思
是，在股市投资是一件异常复杂的
事情，要想在股市上做常胜将军，有
两件事是必须要做的功课。

第一件事，就是对大盘行情趋势
的判断。一般来说，如果能够大致判
断正确大盘运行的趋势，那么在投资
上也能大概率获得正收益。因为，当
大盘走势向好的时候，主流个股普遍
都会上涨，而当市场大环境不好的时
候，则是多数个股都会下跌。所以，只
要你能准确判断大盘方向，那么也就
能够在操作策略上收放自如了。

第二件事，就是选股了，这有可
能比判断大盘方向更加重要。因为
过去三年中，虽然沪指跌了2000多
点，但是只要你能够选对股票，那同
样能够赚钱。所以，选股的重要性不
言而喻。如果既遇到大盘行情好的
配合，又能选到市场主流的板块个
股，投资获胜的概率就会更大。

而现在，沪指出现V型反转的
走势，接下来，有可能会再走一波反
弹行情。这样的形势下，我认为最重
要的事情，可能还是选股。

不 同的人，有不同的选股习
惯、爱好、理论，有价值派、技术派
等。所以，这里达哥也不好给大家建
议，到底现阶段是蓝筹白马股好，还
是科技题材股好。困惑的时候，不妨
看看主流资金的动向，看看能够引
导市场价值取向的机构的动向。而
近一年多来，海外资金确实是这样
一类资金，他们在大规模买入什么
股票，也是值得借鉴的。（张道达）

大盘V形反转 必须做好两类功课

昨天，朋友圈很多人在转我之
前的一条微博：“独角兽呢，真像你
的初恋，你一直那么爱她，她却嫁
到了美国，40多岁奔五的时候，她
突然说爱你，要对得起你的感情，
和你共享人生，带着一身赘肉回来
了。”我后来才搞明白，原来，证监
会网站 6 月 11 日凌晨正式披露了
小米CDR招股书，如果审核通过，
小米将正式成为国内第一个发行
CDR的公司。同时，专打独角兽的
六只基金产品在6月6日获得产品
批文，并火爆开售，一只最火爆的
已经卖出去了100亿。

我必须说明，这只是一条微博，
微博由于受字数所限，不可能全面
表达我对独角兽回归的全部观点。
微博中所言“人老珠黄”，“一身赘
肉”也只是一个比方而已，也绝无对
女性歧视的意义。相信我的初恋如
果看到这条微博也不会产生那么多
的联想或者对我提出抗议。

我对独角兽的回归感情一直
很复杂，并非完全反对。我在之前
的文章中也指出：

以“独角兽”企业为代表的中
国新经济的崛起是中国经济基因
正在出现颠覆性变化的关键因素，

特别是过去10年，移动互联网、大
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生物科技
以及智能制造等领域更是涌现出
很多高成长企业，他们是中国新经
济的典型代表，也是改变中国经济
基因的新兴力量。

中国资本市场对中国新经济
和高成长企业的崛起做出回应，通
过制度变革为这些企业在中国资
本市场上市，也代表了中国资本市
场自身的成长和进步，相信这些企
业的上市在某种程度上也能改变
中国资本市场的产业基因，让资本
市场距离中国经济晴雨表的距离
能够近一点。

中国证券监管机构顺应新经
济的潮流，主动为中国“独角兽”企
业的回归和上市创造制度条件，这
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比过去设
置一些完全不适应新经济发展的
上市条件把中国很多高成长企业
逼到海外资本市场上市要好很多。
这也是中国资本市场竞争力提升
的体现，是中国金融制度面对新经
济主动做出回应的正确选择。

但是，同时必须承认，在中国资
本市场，也有不少初衷非常好的制度
安排，最终沦为概念的爆炒和割韭菜

的工具。
首先，独角兽只是一个估值标

准，美国硅谷将估值超过10亿美元
的初创企业定义为独角兽企业。但
是，将独角兽企业作为特殊主体，
在上市的时候进行特殊优待的，可
能只有中国。因为估值是机构做出
来的，各个投资机构在投资的时
候，估值究竟怎么算，并没有太客
观的标准。

如果我们的上市规则里明确，
凡是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
等领域估值达到独角兽标准的就
可以通过绿色通道上市的话，这对
那些股权投资基金而言无疑是鼓
励他们人为做高估值，把一只山羊
吹成独角兽，然后再打上互联网、
大数据、人工智能这些标签；而且，
即使是之前的一些独角兽企业，也
是在全球过去10年大放水的情况
下，钱多项目少的时候估出来的，
在全球货币政策收紧，钱荒出现的
情况下，这些估值都要大幅度缩
水，如果在这个时候它们通过绿色
通道上市了，等于把一个很大的泡
沫丢给了可怜的股民接盘。

其次，已经在美国上市的独角兽
企业，考虑到美股在过去10年量化宽

松政策下屡创历史新高，准备积极回
归的百度等企业的市值目前都处于
高位。如果回归，势必在现在很高位
置的时候还要经历国内的一轮爆炒，
大家才能分到钱，机构、券商以及食
物链上大大小小的门神都要分一杯
羹，不做高估值分不到钱的。

这个从年初360借壳回归的疯
狂就已经暴露无遗。360借壳回归，
在美国的市值不到100亿美金，一
回归就超过3300亿人民币，市值翻
了5倍，中国的散户在这么高的位
置接盘，凶多吉少，很可能又是一
场惨烈的屠杀。如同非洲大草原上
的狮子围猎角马一样。再看看独角
兽基金的火爆，机构也已经磨刀霍
霍了。

坦率而言，中国资本市场最大
的问题并非没有创新，并非没有与
国际接轨的举措，但是，保护投资
者利益这个最大的短板在每一次
制度创新的时候都似乎被忽视了。

你看看那些充满血丝和欲望
的眼睛开始炒作“独角兽”的机构，
真让人替中国的散户和资本市场
捏一把汗。

（转自光远看经济公号 略有
删节）

年轻时远赴海外的初恋带着一身赘肉回来了
■ 马光远

之前的一些独角兽企业，也是在全球过去10年大放水的情况下，钱多项目少的时候估出来的，在全球货币政策收紧，钱荒出现的情
况下，这些估值都要大幅度缩水，如果在这个时候它们通过绿色通道上市了，等于把一个很大的泡沫丢给了可怜的股民接盘。

这两周，影视圈不太平静。杨子、黄圣依夫
妇，范冰冰，冯小刚……除了这些流量明星，6
月11日，华谊兄弟的王中军、王中磊二人，也成
为“明星兄弟”，被推上了风口浪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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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中军王中军、、王中磊质押股票是真跑路还是日常操作王中磊质押股票是真跑路还是日常操作？？华谊华谊
兄弟财务数据到底如何兄弟财务数据到底如何？？又为何遭人诟病又为何遭人诟病？？

作为电影公司的华谊兄弟作为电影公司的华谊兄弟，，对对55DD电影自然不会陌生电影自然不会陌生。。
今天今天，，成都商报记者借成都商报记者借55DD视觉视觉，，从从55大维度来解析这家上市大维度来解析这家上市
公司公司。。

连日来连日来，，成都商报记者查阅了上交所成都商报记者查阅了上交所、、深交所旗下中国深交所旗下中国
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的公开数据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的公开数据，，华谊兄弟华谊兄弟20172017年年年年
报报，，华谊兄弟华谊兄弟20182018年第一季报年第一季报，，华谊兄弟华谊兄弟66月月66日公告及历日公告及历
年公告年公告，，王中军致股东公开信等王中军致股东公开信等，，并采访证券从业者并采访证券从业者，，细细细细
梳理华谊兄弟的前世今生梳理华谊兄弟的前世今生。。

王中军王中磊股份质押率分别达

90%、83%
引发网络关于华谊兄弟高管

“套现跑路”猜测
11日晚，王中军致信全体股东称，股权质押

不是抛售股票，更不等同于“套现”。

根据引出风波的6月6日
的华谊兄弟公告，王中军、王
中磊分别质押了公司220万
股和35万股股票，目前王中
军持股比例22.02%，累计质
押19.86%，质押率90%，王中
磊持股比例6.19%，累计质押
5.15%，质押率83%。

从此数据来看，两人所质
押的股份占自己所持总股份
的质押率，的确是超高的。如
此高的质押数字，对王中军、
王中磊而言，却已是常态。

自2011年开始，两兄弟
便开始频繁的质押股权：
2011年、2012年各发质押、解
押通告1次，2013年发通告5
次，2014年8次，2015年11次，
2016 年 7 次 ，2017 年 10 次 ，
2018年有6次。事实上，在
2018年第一季度末，两人也
曾有过更高的质押数据：
94.96%和86.90%。

客观地说，“华谊兄弟忽
然质押几乎全部股权”的说法
并不准确。就公司而言，据上
交所、深交所旗下的中国证券

登记结算有限公司的公开数
据显示，截至上周最后一个交
易日（6月8日）华谊兄弟的整
体股权质押率为25.32%，比起
唐德影视（300426）49.12%的
质押率、骅威文化（002502）
43.29%的质押率，华谊兄弟的
质押数据在整个文娱板块中
并不算高。

也就是说：“双王”的超
高质押率对二人而言也算常
态；公司整体的质押率其实
并不算高。

既然是“常态”，公司质
押数据也“并不算高”，为何
还是引起轩然大波？有证券
从业者告诉记者，一是时间
节点很关键，华谊兄弟本就
处于漩涡之中；二是“跑路”
猜测有先例可循，贾跃亭跑
路之前股票质押率也达到了
90%以上。

11日晚间，王中军回应，
“2014年以来，我和中磊不仅
没有减持过公司股份，而且
累计增持股票金额合计约6.4
亿元。”

11日晚间，王中军在《致
华谊兄弟全体股东的一封
信》里，回应了关于“依赖冯
小刚”的说法，“与其说华谊
兄弟依赖冯小刚，不如更确
切地说我们依赖创作者，包
括作家、编剧、导演、演员以
及影视创作链条上的每一位
创作者，他们才是影视行业
真正的核心价值所在。”

那么，华谊兄弟在发展
中依赖了冯小刚吗？

资料显示，华谊兄弟与
冯 小 刚 的 渊 源 得 追 溯 到
1999年。那一年，《没完没
了》的开拍开始了冯小刚与
华谊的“捆绑”。十几年间，
冯小刚既是签约导演，也是
公司股东，从《天下无贼》

《非诚勿扰》《夜宴》到《唐山
大地震》《老炮儿》以及去年
大热的《芳华》，这些冯小刚

耳熟能详的作品，均出自于
华谊兄弟。

当年合约到期后，冯小
刚曾经短暂离开过华谊兄
弟。一年后，双方便签订了第
二份合约，华谊兄弟表现出
了诚意，合约中不仅包含现
金，还包含股权。随着后来公
司的上市，冯小刚的股份也
水涨船高。

2015年11月，华谊兄弟
发布公告，拟以10.5亿元投
资冯小刚控股的浙江东阳美
拉传媒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东阳美拉）70%的股权，而东
阳美拉当年的资产为负。作
为收购的业绩对赌协议，冯
小刚承诺每年盈利超一亿以
上，而业绩来源是每年的电
影票房。

是否依赖冯小刚？相信
大家心里自有判断。

收购东阳美拉，是华谊兄弟被
使投资者诟病的开始。

根据公开信息，东阳美拉当时
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仅为1.36万
元，负债总额1.91万元，所有者权益
为-0.55万元。收购前，冯小刚和陆
国强分别持有东阳美拉99%和1%的
股权，收购后，陆国强退出，冯小刚
持股下降至30%。

10.5亿元购买了70%的股份，据
计算，华谊兄弟当年给了这家资产
为负的公司15亿元的估值。

在此之前，华谊兄弟还有一份
令人咋舌的收购。2015年10月，华谊
兄弟以7.56亿元收购李晨、冯绍峰、
Angelababy、郑恺、杜淳、陈赫6位明
星持有的浙江东阳浩瀚影视娱乐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东阳浩瀚）70%的
股权。事实上，东阳浩瀚成立于2015
年10月21日，至华谊兄弟将其收购
之时，公司才成立了一天。

这两次超高估值的并购被众多
投资者诟病为影视圈“泡沫”，认为
明星赚了钱，却让投资者担了风险。

2014年，华谊兄弟便提出了“去
电影单一化”的思路，谋求多元化。

在2017的年报里，华谊兄弟将其
业务布局分成四个板块：一，影视娱
乐板块；二，以影视文旅实景项目为
主的品牌授权与实景娱乐板块；三，
以新媒体、互联网游戏、粉丝经济、
VR技术及其娱乐应用等互联网相关
产品为主的互联网娱乐板块；四，产
业投资及产业相关的股权投资。

从“粉丝经济”来看，华谊兄弟
旗下艺人戚砚笛已经进入了《创造

101》的前22强，成为了颇具流量的
“小花”，这也被外界视为华谊开始
偶像运作的动作之一。在“产业投资
及产业相关的股权投资”这一部分，
华谊兄弟解释，是“投资培育优秀企
业，完善华谊兄弟主营业务矩阵，不
断寻找新的业绩增长点，平滑主营
业务业绩波动风险”。

据记者统计，截至2017年报告期
内，华谊控股公司和参股公司达到了
110家，这一数字在2009年、2015年和
2016年分别为1家、45家和58家。

4 是电影公司还是投资公司？
华谊兄弟业务有四个板块华谊兄弟业务有四个板块，，截至截至20172017年报告期内年报告期内，，
控股公司和参股公司达到控股公司和参股公司达到110110家家。。

记者查阅
2017华谊兄弟
的年报发现，
腾 讯 以 7.94%
的股份位列十
大股中的第二
位，阿里巴巴
旗下的阿里创
业投资有限公
司 持 有 4.47%
的股份，紧跟
其下的，是马
云以自然人的
身 份 持 有
3.60%的股份。

同为“鹅
选之司”与“马
选之司”，在国
内影视行业，
华谊兄弟是第
一家。华谊兄
弟的财务状况
如何？

从净利润来看，华谊兄弟2015
年为9.76亿元，在2016年稍有回落，
净利8.08亿元，2017年净利8.28亿
元，相对稳定。但在2017年报中，
2016年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
润为负4018万元。

记者查询发现，公司非经常性
损益占合并报表净利润的比重则高
达86.72%，共计8.15亿元。

2017年年报显示，公司非经常
损益除政府补助（1.27亿元）外，主要

来源于非流动资产处置损益5.45亿
元和股权补偿收益2.42亿元。2016年
年报显示，公司非经常损益也是主
要由处置掌趣科技可股票获得，达
10.14亿元，高于了当年的利润水平。

也就是说，2016年与2017年财
务数据上的利润，大部分来自于股
票和固定资产的变卖。

另外，截至2018年第一季报数
据，公司账面仍有长期借款26.20亿
元，华谊兄弟的资金压力可想而知。

2 华谊兄弟依赖冯小刚？
冯小刚既是签约导演冯小刚既是签约导演，，也是公司股东也是公司股东，，从从《《天下天下
无贼无贼》《》《非诚勿扰非诚勿扰》《》《夜宴夜宴》》到到《《唐山大地震唐山大地震》《》《老炮老炮
儿儿》《》《芳华芳华》，》，均出自于华谊兄弟均出自于华谊兄弟。。

1 股票质押率的高与不高
王中军王中磊股份质押率分别达王中军王中磊股份质押率分别达9090%%、、8383%%；；而截而截
至至66月月88日日华谊兄弟的整体股权质押率为华谊兄弟的整体股权质押率为
2525..3232%%，，质押数据在整个文娱板块中并不算高质押数据在整个文娱板块中并不算高。。

3 被质疑的两次高估值收购
华谊兄弟给了资产为负的东阳美拉华谊兄弟给了资产为负的东阳美拉1515亿元估值亿元估值；；
以以77..5656亿元收购成立一天的公司亿元收购成立一天的公司。。

5 公司盈利能力如何？
20172017年净利年净利88..2828亿元亿元。。截至截至20182018年第一季报数年第一季报数
据据，，公司账面仍有长期借款公司账面仍有长期借款2626..2020亿元亿元

11日，一则华谊兄弟（300027）6月6日发
布的“高管质押股权”的公告在网络上发酵，引
起诸多媒体关注。“王氏兄弟套现跑路”的猜测
席卷网络。11日晚间，王中军回应，“2014年以
来，我和中磊不仅没有减持过公司股份，而且
累计增持股票金额合计约6.4亿元。”

成都商报实习记者 俞瑶 图据东方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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