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糊涂的人一生枯燥无味，躁
动不安， 却将全部希望寄托于来
世。”读了蒙田的《热爱生命》颇有
感触。 蒙田认为生命是来自大自
然的厚赐，它是优越无比的。因为
他在所剩不多的生命里选择增加
生命的分量。 既然无法增加生命
的长度那就拓宽生命的宽度。生
命诚可贵，理应好好珍惜。

前不久听父亲说， 哪里又发生
某大学学生跳楼自杀事件，不禁让人
深感惋惜。只因受点小小打击就选择

结束生命，真替他们不值。生活没有
苦难还叫生活吗？生命对于人来说只
有一次，死了不什么都没了吗？

今天我又拜读了青年作家程浩
的书，他20岁去世，书中收录了他的
随笔。程浩从小身患重病，医生说他
活不过5岁，无法直立行走的他当时
觉得生命已经没有价值， 于是开始
打游戏。直到某天夜里突然停电，一
瞬间他在虚拟世界里创造的神话消
失了。面对漆黑的电脑屏幕，他猛然
发现自己还在做这些毫无价值的

事，于是他开始读书写文字，用文字
来表达自己的思想， 来记录对世界
的深爱，对生命的热爱。有人问他最
遗憾的是什么？他说:“上帝给了我太
多理想， 却没给我实现理想的时
间。”的确，上帝没有给足他时间，带
走了他的生命。 年轻的我们不该糊
涂， 既然我们现在还有足够的时间
去体会生命， 那么我们就该好好珍
惜。热爱生命，我们正年轻。

■湖南师大附中梅溪湖中学
高1409班 陈依雅

热爱生命，我们正年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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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黄文成

经历五连阳之后， 大盘
面临变盘窗口。2月15日早盘
小幅低开后便迅速拉升，盘
中创下反弹新高， 最高冲至
3236点。 然而临近尾盘突发
跳水， 最终收盘微跌0.15%。
持续了5个交易日的收阳，也
就此终结。不过，机构观点普
遍保持乐观， 认为调整将利
于后市上涨。

沪指终结五连阳

周三早盘， 两市基本平
开后上攻，但是力度有限，整
体上来说还是震荡状态。午
后指数维持高位横盘的趋
势， 主要是因为银行股的持
续发力以及深深宝所带领的
深圳国资改革概念的强势活
跃， 不过临近收盘指数快速
跳水。

成交量方面， 节前A股
的成交量跌入了冰点， 节后
这一现状得到明显改善。目
前， 两市单日总成交已重新
回归至4000亿元以上水准，
其中周三的成交还突破5000
亿元。

随着五连阳的终结， 节后
红包行情或就此结束， 市场将
进入震荡整固期。 巨丰投顾认
为，市场赚钱效应开始扩散，但
经过连续反弹， 技术面已经出
现顶背离，3200点整固后，市
场将有更强势的上涨。

银行引领本轮反弹

去年下半年以来， 银行板
块迎来了9家地方性银行上
市，新血液的注入，也逐渐带动
了银行板块的活跃度。 在本轮
A股反弹中， 银行板块也扮演
了领涨者的角色。 自1月17日
以来， 银行板块累计涨幅已高
达10%。

周三， 银行板块延续前期
涨势，涨幅一度达到3.57%。次
新股张家港行和江阴银行由于
主力资金抢筹，封死涨停板。有
分析指出，张家港行、江阴银行
作为次新股， 流通市值分别仅
有26亿、30亿。 这么小的盘子
恰是主力游资最喜欢炒作的。
这两只股能够并肩走出4连
板， 也正是因为前期主力资金
疯狂流入抢筹。 不过机构也提
醒，不要追高，警惕获利盘卖出
风险。

■记者 黄利飞

2月15日，停牌四个多月的太
阳鸟携一纸收购预案复牌， 当日
涨停，报16.59元。

在市场观察人士看来， 太阳
鸟此次收购标的亚光电子是个看
点，公司通过并购基金巧设计，以
“股转债+债转股”的方式，解决了
“国有产权竞拍+大体量并购现
金压力大+控制权不变”问题。

收购亚光电子复牌涨停

按照太阳鸟此前公布的重组
预案，公司拟以12.95元/股发行不
超过25806.95万股支付对价33.42
亿元，购买太阳鸟控股、南京瑞联、
天通股份、东方天力、东证蓝海等
所持亚光电子97.38%股权。

同时， 公司拟以锁价方式按
不低于14.04元/股的价格向太阳
鸟控股、珠海凤巢、珠海蓝本、华
腾二十二号、 浩蓝瑞东等非公开
发行不超过8547万股，募资不超
过12亿元。太阳鸟控股股东、高管
均参与本次配套融资的认购。

值得一说的是， 太阳鸟拟收
购亚光电子， 但亚光电子的股东
拟通过公开挂牌竞拍方式转让股
权， 因此上市公司控股股东联合
其他PE共同出资参与竞拍，先以
现金形式收购标的资产， 再将标
的资产出售给上市公司， 以实现
上市公司的换股并购。

具体来说， 即是上市公司控
股股东联合南京瑞联等成立专用
于本次交易的并购基金宁波太阳

鸟； 继而并购基金成立控股子公
司———海斐新材料， 参与竞拍亚
光电子的产权， 并收购亚光电子
其他中小股东的股份； 而后海斐
新材料以债转股的方式， 将所持
有的亚光电子85.84%的股份转让
予太阳鸟控股等； 最后再是上市
公司层面的交易： 上市公司向太
阳鸟控股、 南京瑞联等购买所持
的亚光电子的股份。

预案遭深交所问询

业内人士分析称， 之所以要
“股转债、债转股”等迂回方式，是
为了方便进行大体量并购的顺利
进行。

数据显示， 太阳鸟目前总市
值约为45.50亿元， 2016年前三
季度的归母净利润仅为0.1亿元，
而亚光电子的归母净利润为0.66
亿元。

资料显示， 亚光电子1965年
成立， 原为中航工业旗下实际控
制企业，为军工电子龙头企业。

收购重组事项受到了监管层
的关注，在预案公告后不久，公司
即收到了深交所的问询函， 要求
太阳鸟补充披露交易标的剩余股
权未纳入本次重组的原因， 尤其
提到采取锁价方式发行股份募集
配套资金是否存在损害中小股东
权益的行为， 并说明亚光电子业
绩承诺的可实现性。

2月14日晚，即公司复牌前一
天， 太阳鸟发布重组预案修订说
明公告， 补充了深交所要求回复
的相关问题。

停牌4个多月，携“股转债+债转股”方案回归

太阳鸟收购军工电子龙头复牌涨停
沪指终结五连阳
震荡整固有利后市反弹

本次交易前， 太阳鸟主营
业务收入主要来自于复合材料
船艇制造， 公司此前已通过特
种艇业务切入军工领域。 本次
重组完成后， 亚光电子将成为
上市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上市
公司将新增军工电子业务，形
成军品、民品业务并行的格局。

国海证券研究员冯胜称
“船艇+军工电子”双轮驱动，
军民融合再下一城。

而来自全省国防科技工
作会议最新数据显示， 通过
以军带民、以民强军，去年全
省军民融合产业实现增加值
220亿元，增长20%。

省经信委介绍， 近年来
湖南 “军转民”、“民参军”融
合发展势头较好， 在北斗卫
星导航、 高分辨率对地观测
等国家重大科技专项示范工
程的牵引下，我省已有30余家
企业从事卫星产品研发制造
和应用服务，形成了50多亿元
的产业规模。

我省还将出台推动国防
科技工业军民融合深度发展
意见，在资质获取、平台建设、
成果转化、 重大项目落地、产
业链的延伸、资源共享、人才
引进等各方面，构建较为完善
的产业引导和政策支持体系。

2月15日，国际知名投行
摩根士丹利（简称大摩）预
计， 中国股市将迎来黄金十
年， 今年上证综指将达到
4400点。

大摩表示， 若投资者买
入并长期持有中国股票，虽
不能保证一帆风顺， 但最终
会获得惊喜； 虽然中国股市
仍面临诸如劳动力数量减
少、与美国的潜在贸易冲突、

监管机构干预市场等不确定
性， 但难掩中国经济持续发
展、 中产阶级不断壮大的事
实， 这将推动MSCI中国指数
最终跑赢其他新兴市场同类
指数； 中国A股在全球投资者
投资组合中的权重将逐渐上
升；因具有与其他全球股指相
关性较低、 甚至负相关的特
色， 投资中国A股是一个有效
分散风险的途径。

观察

节后出现五连阳走势无
疑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反映
市场信心正在重振， 同时也
延续了节前的反弹趋势。不
过， 只有4000亿元左右的成
交量， 难以维持市场持续的
反弹，因此，与其苦苦支撑，
不如主动调整， 反而更利于
后市的反弹延续。

中证投资认为，A股市
场连阳多日之后， 面临着前
高压力而迎来调整， 波动开
始加剧， 强势板块的回调，
意味着多空争夺加剧， 行情
面临短线的方向性选择，是

继续爬升突破压力位，还是休
整之后再战，近期会有一定的
选择。

银泰证券也指出， 五连阳
后市场震荡整固在合理范围
内， 其主要目的在于消化连续
上涨后获利盘减持的压力。从
市场整体环境看， 对短期两市
可持偏乐观态度。 国内经济的
改善以及风险偏好平稳的预期
仍将对市场产生积极影响，从
市场自身情况看， 伴随热点板
块的轮番活跃， 资金情绪较前
期相比明显改善， 这也有利于
后期两市运行。

调整利于后市反弹

大摩：中国股市将迎黄金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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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军民融合
再下一城

2月15日，停牌4个多月的太阳鸟复牌，涨停报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