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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路机构逐鹿消费金融“蓝海”
多元格局下银行仍唱主角

本报讯 记者 吴缵超 昨天
两市股指震荡回落，沪指盘中低
见3001点后尾盘跌幅收窄，多
方守住3000点关口。

盘面煤炭与钢铁两大“去产
能概念股”逆市走强，煤炭股恒
源煤电涨9.44%，美锦能源、冀中
能源、陕西黑猫、安源煤业、中国
神华、郑州煤电、大有能源、平煤
股份、中煤能源涨幅均超3%，钢
铁股中，金岭矿业涨7.83%，新钢
股份涨7.43%，柳钢股份、海南矿
业涨超4%。

值得一提的是，昨天市场
有29股涨停，11股跌停，跌停
股占比明显上升，高送转概念
股通合科技、海顺新材、棒杰
股份、佰利联等跌停，这些个
股近期连续拉高炒作后出现了
集体跌停。

截至收盘，沪指跌0.34%，跌
10.31点，报3023.65点；深成指
跌 0.72% ，跌 76.19 点 ，报
10533.41点；创业板指跌0.84%，
跌 19.13 点，报 2264.02 点。成
交量方面，沪市成交2070.80亿
元，深市成交3753.4亿元，两市
共成交5824亿元，较前日缩量。

天信投顾认为，昨天市场的
回踩，量能出现一定的萎缩，且
盘中出现跳水的时候，恐慌性并
未出现，另外考虑到本周是股指
期货的交割周，市场的整体波动
肯定会加大。

投资者保护基金最新数据
显示，上周（4月5日至8日）证
券保证金净流入448亿元，结束
了前一周的净流出。其中，4月
5日（清明节后第一个交易日）
净转入562.40亿元。上周，证券
交易结算资金银证转账增加额
为4557亿元，减少额为4109亿
元。证券交易结算资金日均余
额为 1.70 万亿，较前一周的
1.65万亿出现回升。

3 月 28 日晚间，唐德影视
发布公告称，正在筹划以现金
方式收购无锡爱美神影视文化
有限公司 51%股份的事宜，初
步确定该收购事项达到重大资
产重组标准，公司拟聘请的独
立财务顾问国泰君安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及相关审计机构、资
产评估机构及律师事务所正积
极推进标的资产的尽职调查工
作。公司股票自3月28日开市
起停牌。

尽管还没有公布价格，但按
规定，成为重大资产重组的标准
有三个：第一、标的企业净资产
超过上市公司净资产；第二、标
的企业总资产超过上市公司总
资产；第三、标的企业利润超过
上市公司利润。工商资料显示，

爱美神成立于去年7月30日，核
准日期为今年1月29日，注册
资本300万元。股东为范冰冰
的母亲张传美和范冰冰，法人代
表也同为范冰冰。范冰冰还担
任该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职
务，张传美则出任监事。据估
算，从爱美神成立的时间和注册
资本来看，若唐德影视满足重大
资产重组标准，有可能是在收购
资产占上市公司总资产的比例
方面做文章。

媒体据此推算，截至2015
年底，唐德影视的总资产、净资
产分别是14.8亿元、8.7亿元，
所以，爱美神51%股份定价约为
7.4亿元或4.35亿元，即使取较
低值爱美神公司的估值最少为
8.5亿元。由于唐德影视此次收

购是现金收购，依照此判断，范
冰冰此次交易至少入手4.35亿
元现金。

唐德影视追捧范冰冰，也不
是无缘无故的爱。

范冰冰是唐德影视第十大
股东，年报显示，范冰冰持有唐
德影视257.98万股，位列第十大
股东。

范冰冰还是唐德影视名副
其实的“摇钱树”。年报显示，
2015年，唐德影视总营收5.4亿
元，归属上市公司净利润为1.1
亿元同比增幅近31.0%，同比增
幅均30%左右。年报显示，去年
仅范冰冰主演的《武媚娘传奇》
一部电视剧，就为唐德带来接近
2亿元收入，在其全部的营收中
占比接近40%。

唐德影视深度绑定范冰冰

成功上市，大赚特赚，但新三板

挂牌公司春秋鸿却被范冰冰领

衔电影的《王朝的女人·杨贵

妃》一部片子压垮，陷入资不抵

债的困境，由于净资产为负，春

秋鸿已被股转系统特别处理，

股票简称改为“ST春秋”。

4 月 6 日 发 布 的 春 秋 鸿

2015 年年报显示，在报告期内

春秋鸿亏损1.47亿元，净资产-

5259 万元。因为“最近一个会

计年度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

负值”，春秋鸿已经被股转公司

亮出“风险警示”的红牌警告。

春秋鸿拍广告起家，2014

年 8 月挂牌新三板，2013 年的

营收 1.69 亿元，净利润 1500 万

元，此前参投了《长江7号》、《赤

壁》、《钢的琴》，发行了《暮光之

城4：破晓》(上、下两部)。

2013 年，春秋鸿开始筹拍

这部电影，原定投资额 1.25 亿

元，春秋鸿的子公司春秋恒泰

投入约51%。最终这部电影花

去的成本是2.35亿元。有消息

称，该电影 2015 年 7 月 30 日上

映 ，最 后 票 房 收 入 仅 1.34 亿

元。春秋鸿的股价也由 7 月 3

日该片上映前的每股53元，跌

至 12.92 元，公司市值也从 9 亿

元下降至2.32亿元。

对于去年巨额亏损，ST春

秋也将《王朝的女人.杨贵妃》作

为“罪魁祸首”。ST春秋称：“项

目前期投入较高，电影票房不

理想，是导致公司年度亏损的

主要原因。” 青年报记者 孙琪

范冰冰的空壳公司要卖8亿元？
深交所：唐德影视要说清楚高溢价原因

吴奇隆靠暴风科技
给了刘诗诗数亿元彩礼
上了财经头条，如今“豪
门”范冰冰又凭借唐德影
视上财经圈的头条了。

明星范冰冰名下的
爱美神是一家去年才成
立、注册资本仅 300 万
元的公司，但由于唐德
影视的高溢价收购，身
价闪电飙升至 7 亿多
元。不仅股民议论纷
纷，在铺天盖地的舆论
关注下，交易所也坐不
住了。 青年报记者 孙琪

影视类上市公司偏爱大明
星，明星演戏优则成股东，是资
本市场经久不衰的戏码。

比如4月7日上午，松辽汽
车于上海证券交易所举办更名
仪式，正式由“松辽汽车股份有
限公司”更名为“文投控股股份
有限公司”，当日上午，成龙、冯
小刚、张国立、李冰冰、黄晓明、
曾志伟、唐季礼等7位明星齐聚
以股东身份出席重组更名仪
式。其中李冰冰持有文投控股
300万股，2014年重组时定增价
为6.48元/股，以当日收盘价为
42.15元计算，其手持股份账面
盈利达1.07亿元。

华谊兄弟更是并购明星旗
下公司的老手，去年该公司曾以
10.5亿元收购冯小刚影视剧制

作公司美拉传媒，以7.56亿元收
购艺人持股平台东阳浩瀚。而
东阳浩瀚旗下明星股东包括李
晨、冯绍峰、Angelababy、郑恺等
知名演员。此次唐德影视的交
易公告发布后，就有媒体戏问李
晨，将收到多少亿元嫁妆。

但二级市场的股民坐不住
了，全景互动平台上众多投资者
追问唐德影视：“为什么要收购范
冰冰的无锡爱美神影视文化有限
公司？这家公司有什么不同和特
别之处？收购这家公司的目的是
什么？2015年成立的公司没有
盈利就收购，有利益输送之嫌，价
格还那没高，请说明。”对此，唐德
影视一律回复：关于此次重大资
产重组事宜的进展，请关注公司
后续披露的相关公告。

影视上市公司豪爽，令众多
明星身价飙升。但高估值的收
购，也引起监管层注意。比如刚
刚向刘诗诗和吴奇隆抛出橄榄
枝的暴风科技，就因为高估值引
来监管层问询函。

唐德影视与范冰冰的关系，
也引来深交所的关注，并于4月
11日发出关注函。深交所称其
关注到，有媒体报道称爱美神成
立于2015年7月30日，核准日期
为2016年1月29日，注册资本为
300万元。根据上市公司2015年
度报告数据，若达到重大资产重
组标准，爱美神的估值在短期内
增幅巨大。要求唐德影视在披露
重大资产重组方案时，重点对爱
美神的估值情况进行分析说明，
并进行重大风险提示。

深交所 高溢价原因要讲清楚

唐德影视 拟豪掷亿元收购壳公司

电影《杨贵妃》给
春秋鸿带“帽子”

恒源煤电

沪指跌0.34%
守住3000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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