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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盘观察

[新闻链接]

林洋电子拟募资
加大光伏产业投入

本报讯 记者 陈晓彬 林洋
电子昨晚发布定增预案，拟以不
低于31.16元/股的价格非公开
发行不超过9000万股，募资不
超过28亿元，其中25.3亿元拟
投向300MW分布式光伏发电项
目，2.7亿元投向智慧分布式能
源管理核心技术研发项目。

林洋电子表示，本次非公开
发行将为公司在光伏发电行业
及在能源互联网产业的战略布
局提供资金支持。本次非公开
发行完成后，公司光伏电站权益
装机容量将进一步提升，募投项
目建设光伏电站并网发电后，光
伏发电业务占公司业务比重将
进一步提升，推进公司在新能源
领域的布局。

同时，通过对智慧分布式能
源管理核心技术进行研发，公司
现有的业务板块将得以有效整
合，实现各业务链条间的互补协
调及契合式发展，综合竞争力大
幅提升，为公司进军能源互联网
产业奠定坚实的基础。

据悉，林洋电子围绕“智能、
节能、新能源”的战略发展方向，
已形成了智能电网电能计量及用
电信息管理系统业务、节能业务、
新能源业务三大主营业务领域。

青年报资深记者 吴缵超

本报讯 沪指昨天在近百
点空间中维持震荡格局，收盘
微跌 0.01％，形成一根阴十字
星的K线，两市成交量继前日重
返1万亿后再次放大。

盘面上，阿里巴巴和苏宁
的“联姻”催生了昨天最火爆的
商业百货板块，苏宁云商、小商
品城、步步高、友阿股份、永辉
超市、西安民生、天虹商场、大
商股份、三联商社、华联综超、
王府井、新华百货、中百集团等
股票集体涨停，国企改革概念
股依旧火爆，中材节能、瑞泰科
技、洛阳玻璃、中国船舶、东风

科技、东风汽车涨停，中成股
份、际华集团、一汽轿车大涨。

受到力促旅游投资和消费
的利好影响，旅游板块大涨，云
南旅游、西安旅游、中青旅、张家
界、长白山、黄山旅游涨停，腾邦
国际、丽江旅游、峨眉山A大涨。

受人民币汇率变动影响，
黄金板块受到了短线资金的追
捧，昨日大涨5.8%，湖南黄金、中
金黄金、赤峰黄金、西部黄金、
山东黄金、恒邦股份、紫金矿业
涨停。纽约金价已经连续七周
下跌，并在7月24日创下每盎司
1085.5美元的5年半新低。市
场分析人士认为，由于累计跌幅
较大，金价在技术上有较强的反

弹需求，但是金价反弹只是暂时
的，美联储年内加息将支持美元
继续走强，对以美元计价的金价
将构成下行压力。

沪指收盘微跌 0.01%，跌
0.51 点，报 3927.91 点，深成指
涨 0.15% ，涨 20.12 点 ，报
13323.1 点 ，创 业 板 指 数 跌
0.29%，跌 7.81 点，报 2698.91
点。两市成交额共计13354.1
亿元，继前日重返1万亿后再次
放大。两市 130 余股涨停，
1000股下跌，权重股银行、券商
和保险等跌幅靠前，仅海德股
份与西藏药业跌停。而主力资
金则结束了连续两日的净流
入，呈现净流出状态，其中沪市

昨日主力资金净流出达到270
亿元，深市净流出 191 亿元。
说明在短线大涨之后，有部分
获利筹码选择兑现。

短期来看，毕竟市场才刚
刚经历过7月大跌，以及8月初
的二次回调，部分投资者心理
预期偏谨慎，弱势心态难以彻
底扭转，这也造成指数大幅波
动，部分获利了结筹码松动，形
成明显的盘中跳水走势。

分析人士认为，虽然近期
影响市场的相关消息面因素较
多，但国企改革、环保治理等主
题投资风口未变，通过震荡洗
去浮筹过后，指数继续上行概
率较大。

华天酒店中报
扣非后增亏近亿元

本报讯 记者 陈晓彬 上半
年引入战略投资者响应混合所
有制改革的华天酒店昨晚发布
半年报，公司净利润同比扭亏为
盈，实现净利润4530.54万元，但
扣非净利润亏损1.34亿元，较去
年同期还增亏9396.61万元。

华天酒店披露，公司上半
年实现营业收入 51998.80 万
元，比上年同期的 76105.26 万
元减少了 24106.46 万元，减幅
31.68%。其中，酒店业营业收
入 48347.31 万 元 同 比 略 减
4.69%，公司称酒店经营压力仍
较大，部分酒店处于经营模式
转型期；房地产实现营业收入
3768.20 万元，比上年同期的
24813.48 万 元 大 幅 减 少 了
21045.28万元，减幅达84.81%，
这是造成本期营业收入大幅下
降的主要原因。

据悉，导致华天酒店本期净
利润增加的主要原因是上半年
实现紫东阁华天股权转让净收
益1.79亿元。而剔除紫东阁华
天股权转让收益后，本期比上年
同期增加亏损0.93亿元，公司称
主要原因为是因众所周知的原
因，高星级酒店效益持续下滑，
而2014年酒店业新增的两家开
业酒店（张家界华天及娄底华
天）尚处于培育期，使得酒店业
同比增加亏损5983.42万元；房
地产业因收入大幅下降，使得利
润贡献较小。

昨天一早，央行将人民币中

间价大幅下调逾 1000 点，创历

史最大单日降幅。人民币中间

价贬值在股市盘中出现了各板

块的快速反应。

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报

6.2298，贬值 1.82%，创 2013 年 4

月 25 日来新低；上日中间价报

6.1162，收报6.2097。

航空股低开后出现全线大

跌，东方航空、南方航空跌超

7%，中国国航、春秋航空跌超

5%，海南航空跌 3.52%，吉祥航

空跌 2.47%。港股市场航空股

跌幅更猛，南方航空 H 股收盘

大跌 18.06%，东方航空 H 股跌

16.39% ，中 国 国 航 H 股 跌

12.81%。瑞银证券指出，人民币

贬值将对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

表和损益表造成影响。从资产

负债表的角度来看，民航板块可

能将会受到最大的负面影响。

不过，A股市场以外贸出口

为导向的行业无疑将受益人民

币贬值，而其中的纺织服装、玩

具鞋帽等行业将是最大受益

者。纺织服装行业由于对出口

的依存度较高，人民币贬值一方

面有利于公司降低成本，使得企

业拿到更多订单，另一方面，有

利于出口型企业获得汇兑收

益。昨天纺织服饰股大涨，孚日

股份、华纺股份、梦洁家纺、美

邦服饰、瑞贝卡、百隆东方、卡

奴迪路、泰亚股份、华孚色纺、

罗莱家纺、联发股份、鲁泰A等

股票涨停。

外贸型行业中，家电行业也

占据重要位置，分析人士认为，

A 股市场不少家电上市公司也

有望迎来出口量上升。

另外，有券商认为，如果人

民币继续贬值，钢铁、航运、化工

等行业也将收获一定的利好。

人民币贬值对钢铁下游行业机

械、家电等其行业有间接的促进

作用，这些行业产品的出口如果

上升，或能带动国内钢材市场好

转。人民币贬值将加大进口企

业的采购成本，但对出口型化工

企业或是利好。而在刺激国内

纺织业等行业的出口的同时，或

会给集装箱航运带来一定的利

好，甚至刺激对于原材料的需求

而带动干散货运输市场。

青年报资深记者 吴缵超

人民币汇率贬值 股市迅速做出反应

沪指昨震荡近百点 收出阴十字星

电商大佬纷纷牵手零售巨头

线上线下渠道融合进入高潮
■公告速递

周培骏 制图

青年报记者 陈颖婕

本报讯 2013年下半年，国
内传统零售O2O转型曾掀起一
股浪潮。近期，继阿里入股银
泰、沃尔玛入股一号店的线上
线下战略合作后，又有京东战
略投资永辉超市、阿里掷重金
与苏宁展开合作。种种迹象显
示，商贸及电器零售业的线上
线下渠道全方面融合已进入高
潮。昨日，永辉超市、苏宁云商
均一字涨停。

电商大佬纷纷牵手零售巨头
近日，苏宁云商发布公告

称，阿里巴巴集团将投资约
283.43亿元参与苏宁云商的非
公开发行，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19.99%，成为苏宁云商的第二大
股东。与此同时，苏宁云商将
以 140 亿人民币认购不超过
2780万股的阿里巴巴新发行股
份。苏宁云商表示，引进阿里
巴巴是为提升商品与服务的用
户体验，改进物流与供应链的
运营效率。

同样作为电商大佬的京东
则以每股9元价格入股永辉超
市，取得其10%的股份，公司还
公告与京东签订战略合作框架
协议，双方发挥各自优势，建立
联合采购机制，打通线上线下
O2O，合作探索零售金融服务。

业内券商指出，京东入股
永辉，阿里与苏宁的合作，无疑
将商贸及电器零售业的线上线

下渠道全方面融合推向高潮。

零售龙头有望迎价值重估
国信证券的研报指出，从

过去两年来看，借助O2O成功转
型的企业并不多，归根究底，主
要在于线下实体对于互联网的
理解并不到位，电商经营经验的
缺乏，以及转型决心的不足，制
约线下实体的转型步伐。国信
证券认为，在实体零售经营承
压，线上市场整体增速放缓背景
下，线上线下融合已成为大势所
趋，商业巨头们均在通过各种形
式加快转型步伐，并积极寻找战
略盟友，力求把握住中国商业社
会变革的历史性机遇。

中金公司指出，苏宁与阿里
的联姻，开启了中国零售行业的
传统线下零售商与互联网电商
深度融合的新篇章。双方携手
打造的O2O模式会给用户和商
户提供更多价值，苏宁优势在供
应链、自营、物流，阿里的天猫优
势在流量、IT数据、平台生态圈，
双方的优势协同有望会给消费
者带来更多实惠与方便。

对于整个零售行业，中金
公司认为，线上龙头企业及线
下大型零售业着力打造的O2O
融合模式有望引领我国零售行
业转型变革，线下零售龙头的
渠道、服务、场景价值将迎来价
值重估。

国企改革主线股值得关注
此外，谈及京东布局永辉

超市一事，国泰君安的分析
研报则认为，在电商纷纷发
力商超品类大背景下，以外资
超市为主的传统行业格局将
发生剧变，拥有生鲜集客利器
及供应链优势的永辉超市有
望实现龙头崛起，联姻京东后
公司 O2O 将取得重要突破，看
好公司依托供应链优势进行
行业整合。此外，嫁接京东互
联网基因，也将加速推进全
渠道销售。

平安证券的研报指出，此
次京东与全国布局的超市龙头
永辉的全面合作，将推动电商
与传统零售融合发展进入新的

时代。该事件也将强化具备门
店密度和供应链资源的超市、
便利店等零售企业，作为社会
化物流载体、社区 O2O 入口的
投资价值。

对零售行业整体而言，平
安证券建议投资者可关注具备
本地化物流资源和密集门店的
永辉超市、苏宁云商、红旗连
锁、步步高等；其次，投资者可
布局积极落实互联网+且受到
市场认可的公司，包括步步高、
王府井、天虹商场、青岛金王
等；同时也可关注国企改革主
线个股，包括重庆百货、合肥百
货、老凤祥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