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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

继神车、神运、神钢、神
船，A股或又迎来一个新名
词———神电。

6月4日晚间， 中国神华
和国电电力同时发布停牌公
告， 称各自控股股东拟筹划
涉及公司的重大事项，自6月
5日起停牌。公告次日，国电
集团旗下的长源电力、 龙源
技术、*ST平能、 英力特全线
涨停，港股中的国电科环、龙
源电力也大涨。

集体公告，集体涨停

在南北车成功重组为中
国中车之后，市场曾出现多
次、多个版本“中国神电”重
组方案，但都被澄清，如今
中国神华和国电电力同时
发布停牌公告，分别称控股
股东神华集团和国电集团
正在筹划涉及公司的重大
事项，其中含义自然不言而
喻。

此外， 国电集团旗下的
英力特、*ST平能、 龙源技术
等也在当天发布提示性公告
称， 获悉实控人国电集团拟
筹划重大事项，不过，上述事

项不涉及本公司的重大资产
重组。

在上述公司发布公告
之后，立即引来了市场敏锐
的资金的追捧。除了已停牌
的中国神华、 国电电力以
外，其余涉及的公司股票均
涨停或者大涨。其中国电集
团控股的英力特、*ST平能、
龙源技术悉数涨停。国电集
团控股的两只港股也闻风
而动，其中国电科环收盘涨
逾17%， 龙源电力则涨超
2%。

新一轮“造神运动”启动？

早前有传闻， 国资委要
求中国神华与大唐发电讨论
合并可能性， 但遭到双方双
双否定。5月，又有消息称，神
华、 中广核和大唐有望合并
为一家公司，将华电、国电和
中核合并为一家公司， 将华
能和国电投合并为一家公
司。

尽管两家公司尚未作出
正式回应， 但市场的猜想已
经满天飞。 这一次，“中国神
电”猜想又出现新的版本，此

次预期将与中国神华联姻的
是国电集团旗下上市公司国
电电力。

对此，申万宏源的一份
报告显示，煤电重组可能分
“央企之间兼并重组”、“煤
电联姻”和“央企兼并地方
国企”三种可能。为了提高
产业集中度强强横向联合，
五大电力集团之间存在横
向整合的可能性。为了发挥
产业链优势互补，电力和煤
炭作为上下游也存在双方
交叉持股、合并重组的可能
性。

南北车宣布合并， 被网
民们戏称为“中国神车”。此
后，神话不断，中远集团与
中海集团重组成立中国远
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被称
为“中国神运”；宝钢集团和
武钢集团被成为“中国神
钢”;�中国中铁与中国铁建、
南北船、 三大货运航空等，
也多次传出合并传闻。看
来，停滞了一段时间的“造
神运动”， 又将在Ａ股风起
云涌。

■记者 黄文成
实习生 黄灿 何媚

本报6月5日讯 市场猜测终于证
实。快乐购今日发布公告，拟收购同一
控制人湖南广电控制的5家公司全部
或控股股权。从收购标的上来看，此次
快乐购筹划的重大资产重组， 虽然标
的数量有所差别， 但说成是继去年11
月宣布终止重组湖南广电旗下7家公
司后的“二进宫”，也是合乎其理的。

快乐购公告称， 拟通过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同一实际控
制人旗下5家公司的全部或控股股
权，并募集配套资金，这5家公司包括
快乐阳光（芒果TV）、天娱传媒、芒果
娱乐、芒果影视和芒果互娱。

据了解，目前，快乐购已与湖南广
电签订了《资产收购意向协议》，但尚
未与交易方签订重组框架协议。快乐
购称， 本次交易方案尚未最终确定，
购买标的资产范围可能有所调整；而
且部分公司的股权结构尚待进一步
调整，具体方案和股权结构最终确定
后，各方将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各家公
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将保持为
湖南广电。

另外，按照公告中的提示，本次交
易可能涉及宣传部门、国资监管部门、
新闻出版广电主管部门、电信主管部
门、 文化主管部门等有关部门的审
批、备案。这意味着，快乐购想要拿到
这张重组通行证，需要闯很多关。

记者了解到， 这是快乐购第二次
宣布重组湖南广电旗下资产。2016年
8月19日公告湖南广电欲将旗下7家
公司打包注入上市公司快乐购，除上
述5家外，还有金鹰卡通和天娱广告。
然而在当年11月，这一重大资产重组
事项最终“夭折”。 ■记者 黄利飞

嘉实理财嘉APP
上线智能定投

日前，2017年嘉实基金携手
“定投大师” 共道投资未来全国巡
讲在上海举办了投资者专场讲座。
现场，嘉实基金联手“台湾定投大
师” 萧碧燕为300位基金持有人分
享了基金定投方法与理念。值得注
意的是，在今年4月份，嘉实自有直
销平台理财嘉APP推出了全新的
智能定投功能，这是继理财嘉推出
止盈定投、母子基金定投、定投计
算器、 嘉薪宝后的又一次重要创
新，进一步完善了定投理念的工具
化设计。

T+0指数投资港股更省心
6月1日收盘，香港恒生指数创

下近两年高位。在港股不断上涨的
带动下，相关港股指数基金的赚钱
效应也得以凸显。以鹏华港股通中
证香港和鹏华香港中小企业两只
港股指数基金为例，年内回报均超
过9%。Wind数据显示，截至5月31
日，鹏华港股通中证香港银行指数
基金今年以来累计净值增长率
10.52%，鹏华香港中小企业指数基
金今年以来累计增长率9.01%，两
只基金在 438只基金中排名前
1/10。

“多功能”华夏薪金宝
受关注

近期股债两市持续调整，业内
人士分析认为， 目前市场环境下，
货币基金不失为重要的配置方向，
投资者可一边投资风险收益相对
较低的货币基金，一边等待股债市
场的入场时机。Wind数据显示，截
至5月30日， 华夏薪金宝货币基金
七日年化收益率为4.368%，今年以
来收益率为1.35%， 自2014年5月
30日 成立 以 来年 化回 报 率为
3.60%。 除了普通货币基金申赎零
费用、风险较低、不分节假日天天
计收益的特点，华夏薪金宝还具有
ATM取现、POS机刷卡、转账汇款
等功能， 被誉为货币基金3.0时代
的代表。

敬畏市场
先算风险再算收益

回顾最近半年行情，很多投资
者最大的感受是赚钱难。 然而，中
国基金业协会官方数据显示，自开
放式基金成立以来至2016年末，偏
股 型基 金年 化 收 益 率 平 均 为
16.52%，债券型基金年化收益率平
均为8.05%。 公募基金长期持有还
是能赚钱的。 长信基金李小羽表
示，始终要敬畏市场，先算风险再
算收益， 坚持稳中求进的投资风
格，今年更要防范信用风险与流动
性风险， 选择评级偏高的品种，对
行业、企业性质都做更为严格的筛
选。 ■黄文成

快乐购重启收购芒果TV
再次重组5公司打包注入，金鹰卡通、天娱广告不在列

湖南广电的算盘
快乐购的两番重组， 最让市场关

注、也是市场解读最多的，当属此次收
购标的之一———“芒果TV” 的资本市
场冲刺路程。

业内皆知，芒果TV一直都有谋求上
市之心。尤其2015年6月以来，时任湖南
广播电视台副台长聂玫， 不止一次表
示芒果TV拟登录新三板。当时芒果TV
完成A轮超5亿融资，公司估值超70亿。
而在2016年，芒果TV完成了B轮15亿元
的融资，目前公司估值达到135亿元。

如今聂玫辞职，芒果TV放弃了独
立上市， 而是选择了将资产注入快乐
购这个上市公司平台， 业界有将此举
解读为芒果TV和快乐购“抱团取暖”，
合并有助于创造双方都急需的新收入
模式。原因系虽然芒果TV成绩是广电
系视频网站翘楚， 但依然是网络视频
中的第二阵营， 和第一阵营中的爱奇
艺、优土、乐视等差距甚远；而快乐购
总市值97亿元， 在国内电商中也并非
第一阵营。

当然， 湖南广电数次尝试将芒果
传媒旗下资产注入上市公司， 也有业
内人士分析表示， 湖南广电意在将新
的市场主体与资本市场实现有效对
接，以一举解决人才流失、体制流弊的
发展困境。

此次重组能否最终成行，芒果TV
能否顺利对接资本市场， 而湖南广电
又能否借此重塑“电视湘军”的一马当
先？种种问题，静待分晓。

基金资讯

中国神华、国电电力双双停牌，引发煤电联姻猜想

“神车”后或现“神电”

A股市场资金的嗅觉历来都是非常灵敏， 尤其是对于这种大型集团的并购重组，必
然会引起市场持续的炒作。

我们不妨来回顾下中国中车重组前后，中国南车和中国北车的股价表现。南北车战
略大合并是从2014年10月24日开始， 当日中国南车收盘价5.80元， 晚间发布停牌公告。
2014年12月31日第一次复牌后，股价连续数个涨停，2015年4月，股价又翻番。短短半年时
间，因为合并重大利好，南北车股价涨幅近6倍。

复盘

“神车”股价半年涨6倍

6月5日，快乐购公告拟收购芒果TV等5家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