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万达院线3亿元入股

合作框架协议显示，万达院
线与博纳影业的合作内容分为增
资扩股、院线加盟、广告合作、影
片投资四个板块，从电影产业上
游制片贯穿到终端院线。

从获得新华联控股 1.5 亿元
投资到与IMAX Corporation签署
协议，博纳影业今年以来发展的
重点无疑是终端院线板块，此番
与市场份额第一的万达院线“相
拥”，其发展战略亦更加明晰。

“博纳的影院规模有限，也很
难继续投入扩张，还不如和万达
交换，不与万达院线和万达影业
竞争”。香颂资本执行董事沈萌在
接受每经影视记者采访时说，在
他看来，博纳选择与万达院线合
作无疑是明智之举。

万达院线表示，希望借助博纳
影业在制作、发行方面的优势，加快
自身在相关业务领域的发展，提升
公司市场的综合影响力。值得一提
的是，除了战略合作外，万达院线同
时对博纳影业增资 3 亿元，持股
1.875%，以万达院线的投资份额计
算，目前博纳影业的估值达160亿
元，是其从美股退市时的2.88倍。

两强“相拥”动了谁的奶酪？

华谊兄弟、博纳影业、光线传
媒、万达影视、乐视影业构成了难
以撼动的民营影视公司第一梯
队，但彼此间你进我退、你追我赶
的排位之争却从未停止。如今博
纳与万达牵手，不仅是双方优势
互补，更可能会改变五大民营影
视公司间的排序。

“万达院线与博纳达成合作，
既可以建立更深层次的电影市场

联盟，又可以有各自在资本市场
的加强，可以看成是双赢。”香颂
资本沈萌对每经影视记者说。

同时在他看来，博纳和万达
“相拥”，却动了光线和华谊的“奶
酪”。“这对光线传媒和华谊兄弟而
言并不是一个好消息”，沈萌表示。

每经影视记者此前便对前述
五家民营影视公司，2016 年票房
出品影片状况进行过剖析。其中，
光线传媒以64.2亿元的票房成绩
傲居榜首，博纳影业、乐视影业、
万达影视、华谊兄弟分别以超 40
亿 元 、39.3 亿 元 、32.05 亿 元 和
23.33亿元排位第二至第五位。

对于光线传媒而言，制片与发
行的优势使其票房成绩连续3年
高居榜首，公司董事长王长田在半
个月前的投资者交流会中更是给
出了“2017年总票房80亿元”的目
标。然而不容忽视的是，有了万达
上游资金与下游院线支持的博纳
影业，对于“老大”光线传媒是个不
小的威胁。华谊兄弟今年年初牵手
大地院线是其为了增加下游话语
权的标志之举。乐视影业除了自家
的麻烦外，缺乏下游院线资源同样
是其痛点。 （每日经济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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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四以来，沪指已经连续
三个交易日收出阳线，昨天盘中
沪指也一度站上年线关口。短期
市场的企稳，是否意味着大盘有
望迎来“V型”反转？

昨天早晨，达哥在“道达号
（微信号：daoda1997）”的早评文章
中曾经指出，当前市场最重要的
事情就是稳定。而从消息面看，周
末已经释放出暖意，目的也在于
呵护市场。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下，
昨天沪指小幅高开 2.42 点，这也
具有重要的市场意义，这是自4月
14日，近20个交易日来首次出现
跳空高开。虽然指数高开的幅度
不大，但这也是从一开盘起，主力

机构就向市场表明了态度，稳定
市场意图明显。再看个股的表现，
昨日蓝筹指标股继续稳定市场。银
行股中，工行、招行继续创出新高，
但建行和农行则冲高回落。另外，

“石化双雄”继续护盘，中国石油上
涨1.32%。

而从市场热点来看，昨天盘中
表现最强的无疑是网络安全概念
股。不过，对于这个板块，我个人认
为没有必要去参与。这其实就是由
一个事件引发、由游资推动的概念
炒作。而这些个股从基本面上看，
虽然都具备网络安全的共同概念，
但更大的特征是，前期的跌幅都较
大，都是中小盘股，而昨天又大多
直接封死涨停。所以，这种概念炒
作，普通散户想要“咬”一口，难度
是比较大的。

接下来说一下对后市的看
法。大盘连续三天反弹后，昨天沪
指并没有成功站上年线，同时成
交量萎缩得非常明显。这种情况
就显得有些尴尬了，让人不得不

怀疑，这是否仅仅是主力机构护
盘的结果？而一旦护盘任务完成
后，主力机构会不会“过河拆桥”？
确实不好说！再说，沪指前期一波
近 300 点的调整，多头在 3016 点
附近的反击，也不是那么容易就
能一举扭转败局的，如果轻轻松
松就放量重新站上年线，岂不是
出现了日线级别的“V型”反转？

我认为，这种可能性虽然存
在，但是不大。所以，接下来大盘可
能还会有所反复，起码围绕年线进
行震荡。如果沪指不能迅速摆脱年
线压制，或者始终反弹不上去的
话，不排除二次探底，重新考验
3016点有效性的可能。（张道达）

移动4G+全网通手机
VoLTE免费用、打电话更清晰

在省内各大营业厅，4G+全网通
手机节的醒目宣传画随处可见，“手机
免费领、VoLTE免费用”的真情活动深
受用户欢迎。昨日下午，在成都高升桥
移动营业厅内，前来咨询购买移动
4G+全网通手机的用户络绎不绝。正
在选购4G+全网通手机的赵先生表
示，平时最爱玩“王者荣耀”手游，但是
没用移动4G+手机之前，既便在WIFI
条件下一边打电话一边打游戏也卡顿
不断。但是在营业厅体验后发现，使用
具有VoLTE功能的移动4G+全网通手
机，一边打电话一边打游戏十分流畅，
毫无压力，而且即拨即通，无需等待。

据四川移动相关人士介绍，目前在
四川各大城市已全面覆盖移动4G+信
号，使用移动4G+手机不仅信号更好，
通话更清晰，还支持载波聚合CA高速
上网。通过4G+载波聚合CA高速上网，
下载一部1GB的电影，只需25.6秒。

日前在成都举行的4G+全网通手
机产品发布及展示会上，80多个品牌、
500多款4G+全网通手机全部惊艳亮
相，而且覆盖了从千元高性价比机型
到高端明星机等各价位明星终端。移
动4G+全网通手机均经过了严格测试
和检验评估，拥有更好的4G+网络，能
够实现“高清语音，高速上网”。据华

为、OPPO、vivo等主流手机厂商表示，
目前其分别在售的主流机型都支持移
动4G+全网通，用户可放心选择。

精品网络护航
移动4G+全网通手机信号更好

享受手机上网冲浪带来的速度与激
情，离不开稳定强大的移动4G网络保驾
护航。据悉，目前中国移动已建成全球规
模超大的4G网络。截至2016年底，中国移
动4G基站总量达到151万个，覆盖人口超
过13亿。在四川，四川移动投入了大量的
人力、物力和财力用于网络基础设施建
设。在4G网络覆盖所有乡镇、高速、高铁、
地铁、3A以上景点基础上，强化城市深度
覆盖，实现行政村覆盖率达85%。

目前，四川移动的4G用户已超
3000万，并在成都建成仅次于北京、全
国第二大规模的4G网络，上网速度更
快，最大下载超百兆，看高清电影不卡
顿。同时，四川移动还联合华为将成都
建设成全球4G精品网标杆城市，并独
家为四川移动用户提供了高清语音的
VoLTE网络服务。通话更流畅，语音高
倍还原真声，视频通话体验更逼真。

移动4G+全网通手机
购机更优惠

昨日上午，在位于闻名全国的

“成都手机一条街”——太升路的龙
翔通讯赛格店，展示的多款移动4G+
全网通手机让人目不暇接。该店长介
绍说，平时热销的手机中，中国移动
4G+全网通手机是最近客户进店咨
询和指名购买的最多的。为什么移动
4G+全网通手机这么好卖？据介绍，
移动4G+全网通手机一方面可以充
分发挥移动4G网络的优点，信号覆盖
广，上网速度快；此外，更是全面支持
VoLTE高清语音，不但通话更清晰，
而且还可以一边打电话一边上网，客
户同时享受“高清语音”和“极速网
络”的双重快感。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现在购买
移动4G+全网通手机，不但套餐费
最高打6折，还赠送6G流量连送两
个月，对手机上网族们的吸引力很
强。据介绍，现在移动4G+全网通手
机都有VoLTE高清语音功能，对于
首次开通VoLTE功能的客户，将赠
送2000分钟高清语音通话，1000分
钟高清视频通话，连送三个月。一共
是6000分钟高清语音通话和3000分
钟高清视频通话。

同时，对于使用2G/3G手机的用
户，有机会免费获得高达1000元的4G
手机购机券。此外，四川移动还推出了
很多颇具特色的购机服务，比如“信用
购机”、“以旧换新”服务，均为购买
4G+手机提供更多便利选择。

长期以来，中国移动积极
响应国家号坚定不移地落实
提速降费举措。自2013年中
国移动率先在国内推出4G服
务，迄今短短三年多时间，四
川移动4G用户就超过3000
万，充分体现了广大手机用户
对中国移动4G强大覆盖、优
惠资费、优质服务的高度认
可。近日四川移动提速降费回
馈行动再升级，推出4G+全
网通手机节，以强大的精品网
络为支撑，加上优惠的资费、
独有的VoLTE高清语音体
验、丰富的终端，感恩3000万
移动4G用户的信赖认可。

四川移动落实提速降费
开展4G+全网通手机惠民行动

感恩3000万 回馈再升级——四川移动5.17提速降费惠民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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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沪指二次探底仍需提防

自2015年A股大跌后开始筹划、当年10月发布预案
至今，五粮液非公开发行方案公布已近两年。昨日，五粮液
终于收到了证监会的正式批复文件。

2016年12月，五粮液非公开发行申请获审核通过。五
粮液12月2日晚间公告称，公司定增募资总额由23.34亿元
缩减至18.54亿元，发行数量由1.04亿股下调至8225万股。

时隔两年，五粮液此次非公开发行价已由最初的
23.34元/股调整为21.64元/股，而其5月15日的收盘价已
达45.18元/股。五粮液董秘彭智辅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
记者采访时表示，此次非公开发行最大的意义，就是将员
工及核心经销商跟公司的利益较好地绑在一起。

据了解，除发行价及发行数量有调整外，五粮液此次
非公开发行的三大募投项目目前均在正常推进中。彭智辅
表示，拟投资约6.5亿元的电子商务平台目前正在加紧建
设中，其他两大项目也正在有序进行。 （每日经济新闻）

万达院线
牵手博纳影业

已踏上已踏上IPOIPO征程的博纳影征程的博纳影
业业，，迎来了万达院线迎来了万达院线的入股的入股。。55
月月1515日晚日晚，，万达院线公告万达院线公告，，对博对博
纳 影 业 增 资纳 影 业 增 资 33 亿 元亿 元 ，，持 股持 股
11..875875%%，，同时双方计划在院线同时双方计划在院线
加盟等方面展开合作加盟等方面展开合作。。以万达以万达
院线的投资份额计算院线的投资份额计算，，目前博目前博
纳影业的估值达纳影业的估值达160160亿元亿元，，是其是其
从美股退市时的从美股退市时的22..8888倍倍。。而在博而在博
纳和万达的喜乐背后纳和万达的喜乐背后，，不免有不免有
公司黯然神伤公司黯然神伤———五大民营影—五大民营影
视公司中视公司中““两强抱团两强抱团”，”，触发的触发的
也许是行业格局的蝶变也许是行业格局的蝶变。。

五粮液18.5亿定增方案获批复
混改推进近两年将落地

两强“抱团”，或触发中国电影行业格局蝶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