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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会展的估值
是停牌前的云南城投
市值的2.86倍。

云南城投拟收购成都会展
股东大会高票通过

2018年6月22日
星期五

昨天，沪指再次大跌
39.92点，以2875.81点报收，创
出今年以来的收盘新低。

值得注意的是，从最近
两个交易日走势看，已有两个
板块出现提前见底的迹象。

先说一下消息面，国务
院召开常务会议，确定了进一步
缓解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
五大措施，支持银行开拓小微企
业市场，运用定向降准等货币政
策工具，增强小微信贷供给能
力，加快已签约债转股项目落
地。鼓励未设立普惠金融事业部
的银行增设社区、小微支行。

照理说，这一消息，对于
市场是有正面刺激作用的。而
早间，大盘延续昨日反弹走
势，沪指一度上涨近25点，似
乎反弹行情有望延续。然而意
想不到的是，上午的行情还没
结束，反弹行情就已经夭折
了。难道这一轮调整还没结
束，市场还没见底？

不管大盘是否进入底部区
域，但看昨天盘面，有两个板块
其实已经出现了见底的迹象。

其中一个是钢铁股板
块，虽然沪指创年内新低，但
该板块依旧逆势上涨，其中西
宁特钢涨停、包钢股份放量反
弹6.62%，其他的八一钢铁、马
钢股份、重庆钢铁、首钢股份
等低价钢铁股都明显放量上

涨。整个钢铁股板块看，已经
连续两个交易日反弹。

第二个板块是水泥建材
板块，这个板块虽然没有钢铁
股那么强势，但板块效应还是
比较明显，而且也是连续两天
放量反弹。

我个人认为，现阶段，一
些低估值的品种，已经进入到
安全区域，不必过于悲观。而
近期，在A股低迷行情下，海
外资金却是一直在抄底A股。
6月份，是A股纳入MSCI指数
的第一个月，这个月大盘的下
跌，其实正好给了海外资金很
好的抄底机会。当我们自己在
大肆抛手中的筹码时，有些资
金却在偷着乐。如果把时间周
期拉长一些，未来三年或者五
年再来看现在的3000点下方，
我觉得应该会是一个难得的
抄底机会。如果你现在抛弃了
手中的筹码，三五年后，可能
会感到后悔的。

有统计显示，最近一个月
来，通过沪股通、深股通进入A
股市场的资金约800亿元，这些
资金买入的对象，相信还是A股
中估值较低的核心资产。而当
前市场最主要的风险，还是在
于股权质押引发的平仓风险。
所以，对于不同类型的个股，还
是应该区别对待。 （张道达）

银杏教育欲赴港IPO
计划今年建新校区
银杏教育

位于四川，是一家提供高等教育服务和
酒店管理的民办高等学校，旗下仅有一所独
立学院——成都信息工程大学银杏酒店管
理学院。招股书显示，2017年，银杏教育凭借
这所仅有的学校实现营收1.39亿元，纯利
4119万元。

近日，中国银杏教育集团（以下简称银
杏教育）向港交所递交招股说明书。据记者
不完全统计，其是目前正排队港交所上市的
第8家内地民办教育企业。

首家“单体校”赴港IPO

6月19日，银杏教育向港交所提交招股
说明书。而此前，已在港股排队上市的内地
教育企业，包括博骏教育（四川）、科培教育、
华图教育等。

银杏教育招股说明书显示，从2015年至
2017年，其营业收入分别为1.21亿、1.34亿及
1.39亿元人民币；纯利则分别为3684万、3989
万及4119万元，均呈逐年上涨态势。但从公
司公布的利润率来看，其从2015年至今年一
季度，纯利率从30.5%下滑到21.6%，毛利率
亦从47.8%下滑到了41.2%。

而与多家已上市教育机构主攻K12教育
或单体校多点开花的模式不同，银杏教育旗
下仅有一所独立学院——成都信息工程大
学银杏酒店管理学院。招股书显示，该银杏
酒店管理学院共有8个学科，提供25个本科
专业课程和22个大专文凭课程，其中以酒店
管理高等教育服务为主。在2017/2018学年，
学院招收9553名学生，其中酒店管理课程学
生为1222人，占总人数的12.8%。

收取学费及住宿费是银杏教育收入的
主要来源。从2015年至今年一季度，学费始
终占据公司总收入的80%左右，住宿费则在
7%上下浮动。

银杏学院撑起每年过亿营收的同时，银
杏教育面临收入来源过于单一的风险。

上市背后，是银杏教育拟将募资部分用
于扩建新校区。银杏教育计划于2018年在宜
宾市南溪区建立一个可容纳一万名学生的
新校区，投资额共计6亿元人民币。

教育企业“钟情”港股市场

内地教育企业为何“钟爱”港股上市，海
通国际证券一位人士表示，“在港股IPO审
核相对A股宽松的背景下，现金流好、毛利率
高的教育企业还有望通过深港通等吸引到
内地资金，港股投资者也相较于美股投资者
等更容易了解公司业务与价值，因此港股市
场对于内地教育企业来说有着不小的吸引
力。” 据每日经济新闻

“快递之星”网络投票
进入最后一天

由 四 川 省
邮 政 管 理 局 指
导、四川省快递
协会主办、成都
商报承办的“四
川省首届快递之
星”评选活动，快
递员网络投票部
分将于今天17时
结束，届时排名
前12的快递员进
入 专 家 评 审 环

节，最终10名快递员将成为“四川省首届快
递之星”。

网络投票自6月11日启动以来，截至昨
日17时，总票数超120万票，圆通速递阿坝州
分公司负责人黄兴林、阿坝州若尔盖邮政分
公司哈弄夺机、邮政速递成都分公司林强以
超20万的高票数稳居前3名。

此次评选活动分为快递员评选和快递
企业评选两部分，快递企业评选将于6月25
日启动，最终将评选出“年度凝聚力快递企
业”、“年度社会责任快递企业”、“年度影响
力快递企业”、“年度新锐快递企业”。

成都商报记者 费成鸿

资料显示，成都会展成立于
2003年12月17日，旗下有世纪城
假日酒店、世纪城洲际酒店、环球
中心洲际酒店以及黑龙滩洲际酒
店等四家酒店，控股子公司世纪
城物业、世纪城会展中心、黑龙滩
长岛等物业资产。

事实上，在2016年，省城投
集团就以59亿元从股东邓鸿、
赵凯、刘杨、邹全、柳林和尹红
手中承接了成都会展34.22%的
股权。同时，省城投集团斥资了
59亿元对成都会展进行增资，

最终占股51%。
交易对方承诺，若成都会展

股权过户在2018年底完成，盈利
承诺期为2018年至2020年；若收
购未能在2018年底实施完毕，盈
利承诺期将顺延。在盈利承诺期
内，成都会展三年累计实现的承
诺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合
计约为63亿元。

数据显示，近几年来，我国会
展业发展势头持续保持良好。成
都作为新崛起的“会展之都”，已
举办多场国内外重大会展活动，

发展潜力与影响力更是充满了无
限想象。

但63亿元的净利润对于成都
会展来说，依旧不是个小数目。据
预案披露，2015年、2016年及2017
年1~8月，成都会展的营收分别
为16.81亿元、16.45亿元、10.94亿
元，净利润分别为8787万元、2.61
亿元以及1.85亿元。

如果标的资产在盈利承诺期
间的实际净利润数总额未达到承
诺的净利润数总额，则省城投集
团、邓鸿、赵凯和刘杨应按照约定

的方式向上市公司补偿标的资产
实际净利润数与承诺净利润数的
差额。

对于标的公司的业绩承诺，
云南城投持积极态度。云南城投
称，标的公司现有5个在建项目、
302万平方米的土地储备（含拟建
项目占地），项目分布在成都市及
其周边地区，多个项目预计于
2018~2020年间竣工并完成交付，
认为预测期内业绩收入大幅增长
具有合理性。

成都商报实习记者 俞瑶

产权交易资本市场30周年
中产协首发“成都见解”

6月21日，由中国企业国有产权交易机
构协会主办（以下简称“中产协”），国务院国
资委产权管理局、成都市金融工作局和成都
市国资委指导支持的“2018中国国企混改与
企业并购峰会”在成都举行，这是成都首次
举办此峰会，产权交易资本市场30年的“成
都见解”发布。

今年是产权交易资本市场诞生30周年。
成都商报记者从会上获悉，2017年以来，成
都市启动了市级国企改革，推动了市属一级
国有企业由20户重组为13户，平均资产规模
由459亿元增至834亿元，资产达到千亿的企
业3家，500亿~1000亿的企业4家。国有资本
在金融投资、产业投资、建设投资、生态环境
投资、公共服务投资等领域的集聚度显著提
升，国有企业产业链、价值链有效延伸，抗风
险能力切实增强。

当天，中产协特别发布了产权交易资本
市场30年的“成都见解”。中产协认为，产权
交易资本市场已成为中国资本市场体系的
重要组成部分。必须把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保护各类参与主体利益作为监管自律的重
中之重，有序推进产权交易资本市场转型发
展和改革开放，不断提高我国产权交易资本
市场的竞争力。 成都商报记者 杨斌

蛇
吞
象

66月月1919日日，，
云 南 城 投云 南 城 投
（（600239600239，，SHSH））

召开召开20182018年第四次临时年第四次临时
股东大会股东大会，，235235..7272亿元亿元
收购成都会展的议案收购成都会展的议案，，
于当日以于当日以9999..99%%的赞成的赞成
率高票通过率高票通过。。

记者查询云南城投记者查询云南城投
1414日披露的股东大会日披露的股东大会
会议资料会议资料，，此次资产重此次资产重
组云南城投拟向云南省组云南城投拟向云南省
城投集团城投集团（（以下简称以下简称““省省
城投集团城投集团”）、”）、邓鸿邓鸿、、赵赵
凯凯、、刘杨刘杨、、尹红尹红、、邹全邹全、、柳柳
林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林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
购买其持有的成都会展购买其持有的成都会展
100100%%的股权的股权，，标的资产标的资产
作价作价235235..7272亿元亿元。。

至此至此，，此次备受外界此次备受外界
关注的重大资产重组关注的重大资产重组，，又又
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

2017年6月，云南城投就开始
停牌重组，希望引入成都会展。5个
月后，11月17日晚，云南城投发布公
告披露重组预案，拟发行股份及支
付现金购买成都会展100%的股权。

预案显示，此次交易总成交
金额预计约为240亿元。虽然金额
巨大，但所需支付的现金并不多。
云南城投拟以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的方式支付交易对价的92.35%，
发行价格为4.35元/股，发行股份
数量为50.95亿股；剩余18.36亿元

对价拟以现金支付，募集配套资
金发行股数不超过3.21亿。

预案公布后，在业内引起了
不小的关注。由于标的资产估值
远高于收购方市值，被业内称为

“蛇吞象”式收购。停牌前，云南城
投的市值仅83.82亿元，预案中收
购成都会展的240亿元是前者市
值的2.86倍。

11月29日，云南城投也引来
了上交所质询。云南城投的控股
股东省城投集团目前所持有的成

都会展51%的股权，是在2016年通
过受让股份与增资获得。上交所
要求云南城投说明，省城投集团
取得成都会展51%股份的总成本，
以及该交易的评估结果、评估方
法、评估增值率等。

此外，成都会展2016年在营
业收入同比下降约2%的情况下，
净利润同比增长约196.93%。就此
上交所要求云南城投披露2016年
净利润大幅上涨的原因及合理
性。本次交易预估值与前次的差

异，还有本次估值的依据和合理
性，也是上交所关注的重点。

2018年4月17日，云南城投发
布的《云南城投发行股份及支付
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
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云南城
投对成都会展收购完成之后的营
收情况进行预测，预计成都会展
2020年的营收将高达143.39亿。

此次股东大会的高票通过，
标志着云南城投收购成都会展
的议案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

一次“蛇吞象”式的收购回溯 /

标的 / 成都会展将面临63亿业绩承诺

沪指创年内收盘新低
两个板块已提前见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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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都
会展

云南
城投

估值235.72亿元
旗下有世纪城假日

酒店、世纪城洲际酒店、
环球中心洲际酒店以及
黑龙滩洲际酒店等四家
酒店，控股子公司世纪城
物业、世纪城会展中心、
黑龙滩长岛等物业资产。

市值83.82亿元

2017年8月，世纪城会展中心，市民观展数字世界博览会。成都作为新崛起的“会展之都”，已在世纪城会展
中心举办多场重大会展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