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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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炒蓝筹还是炒重组？
——道达对话牛博士

上周，A股市场总算打破
平静，在多重利好的共振下，迎
来了久违的强劲反攻。周五，沪
指收复了失守1个多月的3000
点整数关，成交量显著放大，市
场重新出现了活跃的迹象。应
该说，近期市场的反弹，与消息
面的“爆棚”有很大关系。

本周，市场将迎来6月行情
收官之战，同时也将迎来2019
年上半年行情的收官之战，市
场到底能否交出令人满意的

“中期考试成绩单”？周日，牛博
士与道达就此展开对话。

牛博士：达哥，你好。你曾
经认为，市场可能会以一种低
调的姿态迎接科创板的到来。
而上周，科创板申购第一股已
经揭晓，同时市场也打破了平
静，开始向上反攻。那么，你对
上周的市场表现怎么看？

道达：上周前两个交易日，
市场依旧低迷，沪市成交额连续
低于1500亿元，这对于2900点附
近的大盘来说，是极不正常的。
不过，也就在这种极不正常的情
况下，市场终于变盘了，而且伴
随着消息面多个重磅利好的共
振，市场的表现还是在一定程度
上能够提振市场信心的。

关于利好因素，上周确实
是密集出现。央行与证监会召
集6家大行和业内部分头部券
商开会，鼓励大行扩大向大型
券商融资，支持大型券商扩大
向中小非银机构融资，以维护
同业业务的稳定。此外，中国平
安连续出手回购。

这两个消息，激发了大金
融领域个股的强力上攻。招商
银行、中国平安等金融股创出
历史新高，中信建投、华林证券
等券商股集体大涨。金融股的
强势表现，对市场人气起到了
非常大的带动作用。

另外，美联储降息预期进
一步明朗，欧美股市、人民币汇
率纷纷大涨。

6月中下旬，按照惯例，市
场本应该是处于流动性相对紧
张的局面之中。但是，在全球宽
松预期之下，市场反而开始放
量上行，这不得不说是一种非
常好的迹象。

而到了上周四晚上，市场
再次迎来了重磅消息，证监会
计划对创业板公司的借壳重组
进行松绑，同时拟取消重组上
市认定标准中的“净利润”指
标。这一消息，引发了创业板小
市值公司的集体井喷。

牛博士：说到创业板公司

借壳重组，这个消息在上周五
还是让市场产生了分歧，尤其
是不少个股出现冲高回落，你
对此怎么看？

道达：确实，在此之前，市
场对壳资源的炒作已经沉寂了
很长时间，而市场也开始逐渐
认可对白马股及优质蓝筹股的
价值投资。

正当大家逐渐对价值投资
理念达成共识的时候，突然出
现这个消息，一时间也让人感
到有些迷茫。好不容易开始认
同白马股了，现在难道又要转
向去炒重组，炒壳股？

对于这个消息，我个人的
看法是，管理层的本意和初心，
不是鼓励大家去炒重组；未来
创业板的借壳重组，很可能不
会出现井喷的情况。

换一个角度想，未来创业
板和科创板，实际上还是存在
一定的竞争关系。但是，创业板
难道要依靠炒重组来与科创板
进行竞争？显然是不现实的。还
是只有通过提升市场活力，吸
引更多优质创业企业到创业板
上市融资，只有这样，才能达成
更强的竞争力。

所以，计划对创业板重组
借壳松绑，并不会改变已经逐
渐形成的价值投资理念，只不
过市场参与者要统一思路，形
成共识，还需要一个过程。

牛博士：对于本周行情怎
么看？马上沪指要收月K线，上
半年行情也要收官了，短期大
盘的走势会非常关键吧？

道达：上周，市场出现不错
的反弹行情，成交量放大，沪指
重新站上3000点。本周，市场关
注度比较高的，可能还是科创
板。科创板新股第一股的IPO
已经进入临门一脚阶段了，很
快就会有询价结果，新股发行
到底是如何估值定价，对此市
场关注度会很高，也会对未来
科创板的估值产生标杆意义。

对于大盘，站上3000点之
后，沪指即将挑战的就是5月6日
留下的巨大向下跳空缺口，目前
已经部分回补了缺口，如果能够
强势完全回补，则有望为下半年
行情奠定良好的基础。

值得注意的是，代表白马
蓝筹股的上证50指数其实已
经提前完全回补了缺口。此前
达哥也在文章中反复强调过，
在市场趋势还没有完全明朗
的时候，有必要继续重点关注
白马股。

（张道达）

爱奇艺会员收入超过广告

对于很多用户而言，“网上看视频
都是免费的”这一认知深入人心。很多
视频平台主要收入来源也是广告。

不过，作为在线视频行业最早推出
会员制的公司之一，爱奇艺已经从2018
年第三季度开始，实现了会员收入超过
广告收入，成为第一大收入来源。

今年2月21日，在美股上市近1年
后，爱奇艺提交了首份年报。2018年，爱
奇艺全年营业收入为250亿元人民币，
其中在线广告营业收入为93亿元人民
币，占总营收的37%；会员服务营业收
入为106亿元人民币，占总营收的42%；
2018爱奇艺的会员人数超过8600万人。

今年的第一季度，会员收入34.45
亿元，同比增长64%，在总营收69.90亿
元中占比49.3%。在线广告服务业务方
面，营收为21亿元，与上年同期持平。

在2018年爱奇艺财报电话会议上，
龚宇称，中国人对内容付费认可度越来

越高，在这样的市场驱动下爱奇艺原创
内容会越来越多，照他预测，2019年付
费用户净增长数量不会少于2018年增
长的数量。

视频平台内容竞争激烈

2010年，百度投资的爱奇艺上线；
2011年，腾讯视频（前身为QQ Live）上
线，2012年，优酷视频和土豆视频合并，
并在2015年被阿里收购。如今，由互联
网巨头“BAT”入局的“爱优腾”，成为了
在线长视频领域第一梯队的“三巨头”。

至于会员人数、收入持续增长的原
因，龚宇在上述会议中称，一是平台其
对原创内容的重视，二是用户对付费模
式的认可程度变高。

记者注意到，爱奇艺在2018年推出
的《偶像练习生》《中国新说唱》《延禧攻
略》等内容都需要订阅会员才能观看。
这样的背景下，2018年一年新增加的订
阅会员就超过3500万。腾讯、优酷也相
继推出《创造101》《创造营》《这就是》系

列等自制内容来抢夺付费用户。
也正是对于内容的争夺异常激烈，

导致“爱优腾”的内容成本居高不下。以
财务数据最详细的爱奇艺为例，2018年
营收250亿元人民币，内容成本就高达
211亿元。

高额的成本也直接造成了平台的
亏损。记者从相关财报、高管发言中获
悉，这“三巨头”都尚在亏损之中。

不过，在今年第一季度，爱奇艺的
内容成本虽然增加至53亿元，但占营收
比重却从2018年的84.4%下降至75.8%。
东方证券在研报中预测，预计2019全年
内容成本绝对值仍将有所增长，但占营
收的比重将下降至70%~80%。

“如今的平台看重的是大数据、用
户量、活跃度，核心的是用户，而吸引用
户的东西是内容。”有从业者对成都商
报-红星新闻记者预测，在未来，随着
内容成本的进一步下降，注重自制内容
的平台将会有巨大的变现潜力。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俞瑶

家乐福中国“卖身”终于尘
埃落定，接盘方不是传闻中的
腾讯、阿里、永辉，而是苏宁。

收购花费现金48亿元

6月23日，苏宁易购发布晚
间公告称，苏宁易购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Suning
International Group Co.Limit-
ed（简称“苏宁国际”） 与Car-
refour Nederland B.V.及Car-
refour S.A.（“家乐福集团”）签
订《股份购买协议》，苏宁国际
向转让方以现金48亿元人民币
等值欧元收购Carrefour Chi-
na Holdings N.V.（简称“家乐
福中国”“标的公司”）80%股
份。本次交易已通过家乐福集
团董事会审批，尚需通过国家
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经营者集
中反垄断审查。

本次交易完成后，苏宁易
购将保留家乐福中国现有的组
织架构及业务组成，在一段时
间内保持相对独立的运作，家
乐福中国人员、物业租赁等方
面不会发生重大变化。

根据家乐福集团提供的未
经审计的管理会计报表，家乐
福中国2018年营业收入约为
299.58亿元，占苏宁易购2018
年度经审计营业收入比例约为
12.23%。苏宁易购在公告中表
示，通过收购家乐福中国，能够
进一步丰富公司智慧零售场景
布局，加快大快消类目的发展，
有利于降低采购和物流成本，提
升公司市场竞争力和盈利能力。

苏宁相关负责人向成都商
报-红星新闻记者表示，收购
完成后苏宁将对家乐福门店进

行全面的数字化改造，苏宁易
购将进一步完善全场景、全品
类布局，增强在大快消品类的
市场竞争力，为用户带来更场
景化、更有价值的购物体验。

腾讯阿里曾是潜在买家

从2017年开始，家乐福中
国就频繁传出出售传闻，腾讯、
阿里、永辉、欧尚均是潜在买
家。今年1月，家乐福与腾讯和
永辉签署了投资条款清单，内
容是关于腾讯与永辉对家乐福
中国的潜在投资。一时间，“家
乐福即将卖身腾讯”的传言甚
嚣尘上。不过很快，家乐福亚太
地区总裁唐嘉年明确表态称，
家乐福不会离开中国。今年5月
有媒体报道，家乐福正在考虑
包括出售中国业务在内的多个
方案。当时家乐福方面回应称，

“不在议程之中”。
公开资料显示，家乐福于

1995年进入中国。在经过初期
的高速发展后，2009年，家乐
福在内地市场的销售额首次
被大润发超过，2010年，门店
数量又被沃尔玛赶上，2012年
后，家乐福中国业绩和利润，
开始进入到双下滑的阶段。
2010年7月，家乐福西安小寨
店关店。这是家乐福第一次关
闭在中国的门店。

截至2019年3月，家乐福中
国拥有约3000万会员，开设有
210家大型综合超市、24家便利
店以及6大仓储配送中心，店面
总建筑面积超过400万平方米，
覆盖22个省份及51个大中型城
市。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吴丹若

郭台铭离职后，鸿海新任掌门人是外
界关注的问题之一。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从鸿海集
团获悉，在本次董事会上，原芯片业务负
责人刘扬伟将接替郭台铭，担任鸿海集团
新一任董事会主席。

从鸿海集团此前发布的公告来看，刘扬
伟任郭台铭的特别助理，同时也是鸿海半导
体次集团总经理，夏普公司的董事会成员。

随着董事会的换届，鸿海的管理模式
也将发生重大转变。过去45年，郭台铭一
直都是鸿海集团的唯一决策者。随着刘扬
伟接替郭台铭任董事长，首席执行官的角
色将由一个9人委员会取代。

6月11日，南方都市报报道，鸿海集团举
办了首次自办“法人说明会”，刘扬伟、李杰、
卢松青，戴正吴4人共同主持，针对鸿海的接
班问题、竞争状况及未来发展做出说明。

对于未来决策机制，刘扬伟在“法人说
明会”现场表示，鸿海将在董事会下设立经
营委员会。包括刘扬伟、卢松青、李杰、吕芳
铭4位董事候选人，以及集团总财务长黄秋
莲、财务长黄德才、B次集团负责人姜志雄、
鸿海执行总经理林政辉、夏普董事候选人
林忠正等9人组成，这份“9人经营委员会”
名单也得到股东大会的通过。

据鸿海披露的资料，吕芳铭将负责
5G中的运算和网络、卢松青将负责车联
网中的零组件和电动车、李杰将负责工业
互联中的大数据和AIoT、刘扬伟将负责
半导体中的IC产品和设计代工等。“9人
之前在公司是不同业务的一级主管，委员
会成立后，他们应该会站在整个集团的立
场来管理这些业务。”鸿海集团投资者关
系负责人告诉记者。

“9人经营委员会”的成立，使得鸿海
区别于以往郭台铭为核心领导人的模式，

“以往的权力相对比较集中，这一次的调
整后，董事会下设经营委员会，他们会就
公司的状况给出一些建议，让董事会进行
裁决。”上述负责人表示。但对于外界解
读“9人委员会”为“决策小组”，上述负责
人否认了这一说法，“最高决策机制还是
董事会，组织架构上还是董事长、董事会，
经营委员会更多起建议、咨询的作用。”

家乐福中国终姓“苏”
苏宁易购收购家乐福中国80%股份

付费会员破亿，视频平台是否能摆脱亏损困局
6月22日，爱奇艺（IQ.O）

在官方微博发布公告：爱奇艺
会员规模突破1亿，中国视频付
费市场正式进入“亿级”会员时
代。爱奇艺CEO龚宇转发并留
言：终于到来了。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注意到，与以往大家对于视频
网站“主要收入靠广告”的认知
不同，爱奇艺的会员收入已连
续三个季度超过广告收入，成
为第一大收入来源。

不过，目前国内视频市场
的“三巨头”爱奇艺、优酷、腾讯
都还处于亏损之中。这样的背
景下，会员破亿对视频平台意
味着什么？会员的持续增长是
否能使得平台脱离亏损局面？

比起“鸿海集团”，“富士康”这一
名称更被大陆所熟知。

资料显示，1973年，24岁的郭台铭与
朋友一同创办鸿海塑料企业有限公司，生
产塑料产品。1982年，公司更名为鸿海精
密工业股份有限公司，进入了计算机线缆
装配领域；1985年，鸿海开始在台湾之外
开拓市场，并创立富士康品牌；1988年，
富士康进入大陆市场，名号随之叫响。

从一个生产塑料的小公司，45年
后的今天，鸿海已经成为了市值数千
亿的3C（电脑、通讯、消费性电子）代工

领域巨头。
鸿海自创立至今，几乎一直由郭

台铭掌舵管理。那么，卸任后的郭台铭
是否会插手鸿海的经营？鸿海集团的
投资者关系负责人在接受成都商报-
红星新闻记者采访称，“他（郭总）有他
认为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所以在这之
后不再会插手鸿海的决策。”

不过记者注意到，在新董事会中，
郭台铭仍位列董事之位。“如果他未来
参选顺利，应该会完全离开董事会。”
上述负责人称。

此前，有媒体报道称鸿海集团一共
被划分为12个次集团，郭台铭计划，鸿
海之后将分家、分权、分立，针对成熟的
产品、产业或事业体成立次集团，在每
一个次集团中，都设一位总裁。而仅有
财务、专利等部分由集团母公司控制。

不过，上述负责人称 ，“这是过去
的划分方式，随着新的经营委员会和
新任董事会的成立，会对未来富士康
（鸿海）的经营作出新的规划。”

在2018年6月22日的鸿海股东大会
上，郭台铭曾感叹，未来5年将是鸿海至

关重要的转型期。而外界也普遍认为，随
着其主要客户苹果公司所在的智能手机
行业整体变现乏力，富士康也进入了艰
难的处境。此外，鸿海自成立以来一直受
到“只是代工厂、技术含量不高”的质疑。

据悉，新任董事长刘扬伟此前所负
责的半导体业务，正是富士康寻求转型
的重要方向之一。不过，刘扬伟和“9人
经营委员会”是否能让鸿海顺利转型，
郭台铭又是否能在“更重要的事”上取
得成功，都还需要时间的考验。成都商
报-红星新闻记者 俞瑶 图据东方IC

郭台铭卸任鸿海董事长
刘扬伟接任 鸿海人士：未来郭台铭也许还会卸任董事

另有要务

执掌45年后，郭台铭正式宣布卸任鸿海集团董事长。
6月21日，代工巨头富士康的母公司鸿海精密工业股

份有限公司（2317.TW，以下简称“鸿海集团”）召开股东
大会。郭台铭最后一次以董事长身份出席股东会，并将于
董事会后正式卸任。

鸿海集团投资者关系负责人告诉成都商报-红星新
闻记者，此前董事长特助刘扬伟担任新一任董事会主席。

“他（郭台铭）有他认为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上述负责
人对记者表示，“未来他（郭台铭）也不会再参与公司的决
策，甚至有可能卸任董事”。随之，郭台铭一手建立的鸿海
集团也将步入“后郭台铭”时代。

卸任
郭台铭的

“计划”与“计划外”

董事会一开始，郭台铭就宣布了自
己卸任鸿海集团董事长的消息。

据在场媒体报道，在鸿海集团21日
的股东大会上，郭台铭登台后即表示

“我已宣布淡出鸿海，公司交给经营委
员会九人小组，他们一定会做得比我更
好”，随后表示自己“另有要务”“今天有
事要请假”，离开了会场。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梳理发
现，在此之前，郭台铭卸任董事长一事
已发酵了两个多月。

4月15日，郭台铭公开表示，未来会
强化董事参与鸿海的经营，将个人色彩
降到最低。“（我）基本上朝着退休的方
向走……已经忙了45年，应该交给年轻
人。”随后，有报道称郭台铭将在未来几
个月内辞去董事长一职。不过，富士康
集团表示消息不实，郭台铭只是希望退
居二线。

5月10日晚，鸿海集团发布公告，披
露了新任董事候选人名单，分别为郭台
铭、吕芳铭、刘扬伟、李杰、卢松青和戴
正吴，以及三名独立董事——王国城，
郭大维及龚国权。

5月11日，据媒体报道，郭台铭表
示，下一任鸿海董事长的人选不会是鸿
海精密董事长卢松青，也不会是日本夏
普社长戴正吴。

6月11日，南方都市报报道，鸿海将
在董事会下设立经营委员会，委员会将
成为经营决策者。

早在2005年，郭台铭还曾公布了
“接班人”计划。那一年，郭台铭亿32亿
美元的资产超过王永庆，成为了福布斯
榜单新晋的台湾首富。但也正是在这一
年，郭台铭发妻去世，自此，郭台铭开始
全面放开对鸿海的管控，也公布了他的
接班人计划。

不过，金融环境等因素叠加，2008
年，郭台铭搁置接班人计划，并于2009
年正式回归鸿海。

在“接班人”计划之前，郭台铭多次
公开谈论过“退休”。公开报道显示，
2001年，郭台铭便表示计划在2008年退
休；在随后的18年间，又发表过“70岁
（至2020年）以后退休”“5年之内（至
2023年）绝不退休”等诸多言论。

在2018年6月22日的鸿海股东大会
上，郭台铭还表示“未来5年没有退休计
划”，而今年却又在计划以外的把鸿海
董事长的职位交了出去，与其寻求参选
中国台湾地区领导人不无关系：据人民
日报4月17日消息，郭台铭宣布参加
2020年台湾地区领导人国民党党内初
选，这意味着他不能再任企业董事长，
也加速了郭台铭的“退休”。

交棒
不是一个人
而是一个团队

郭台铭不再参与鸿海决策 可能完全离开董事会
“后郭台铭”时代

郭台铭的退与进

郭台铭（左）与刘扬伟

过去45年，郭台铭一
直都是鸿海集团的唯一
决策者。但6月21日鸿海
集团股东大会上，他说，

“我已宣布淡出鸿海，公
司交给经营委员会九人
小组，他们一定会做得比
我更好”。

退
据人民日报报道，郭

台铭宣布参加2020年台
湾地区领导人国民党党
内初选，这意味着他不能
再任企业董事长，加速了
郭台铭的“退休”。他也在
6月21日的股东大会上
表示自己“另有要务”。

进

郭台铭宣布参加2020年台湾地区领导人国民党党内初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