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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兴通讯利空出尽了吗？
基金和券商这么说……
煎熬了56天之后，中兴事件终于有了结果。达成和解对中兴通讯（000063）8万员工、31
万股东而言，是个好消息，但代价并不轻松。 昨天，手握和解公告的中兴通讯，A股和H股集体
复牌，跌停则在意料之中。 根据最新公告，中兴通讯将面临支付合计14亿美元民事罚款、30
天内更换全部董事会高管等。 市场分析人士认为，短期内中兴通讯业绩将受到冲击。 但长期
看，中兴事件又是一个契机，有望加速我国通信产业未来占领技术高地和实现国产化替代。

A 股、港股齐跌

昨天，中兴通讯A股复牌便跌停。一直
到收盘，其股价始终处于跌停价28.18元，
全天成交3489万元，跌幅10.00%。至昨天
收盘，中兴通讯的A股市值约1181亿元。
没有涨跌停板限制的港股中兴通讯

（HK.00763）股价则直接跌去了约40%。昨
天一开盘，港股中兴通讯的跌幅就达到
37.5%，报16港元。随后，该股几度震荡，最终
继续向下。至收盘，港股中兴通讯收于14.96
港元，一天跌掉10.64港元，跌幅达41.56%。

基金下调估值：2-4 个跌停

随着这一和解协议的达成，中兴通讯
表示，将全面评估2018年4月15日拒绝令
和协议对2018年第一季度报告的影响，重
新编制及披露2018年第一季度报告。而上
个月底，明晟公司（MSCI）发布临时公告，
中兴通讯被调整出MSCI名单。
停牌前，中兴通讯A股收盘价31.31元。

最近几天，多家基金公司也陆续发布公告，
对中兴通讯的估值进行下调。北京晨报记
者初步统计，截至目前，已有至少40家公募
基金对中兴通讯的估值进行下调。下调幅
度多在2至4个跌停，其中，富国基金、泰达
宏利等给出的20.04元/ 股估值比停牌前收
盘价低了约36%，相当于将近四个跌停板。

券商给出目标价

券商们也发布研报，给出中兴通讯的最
新目标价。昨天，中信证券的研报就显示，预
计中兴通讯合理股价为20.34元，相比于停
牌股价31.31元下跌约35%。中信证券称，如
今中兴事件告一段落，标志着通信板块的重
大利空基本出清。中兴事件后，预计国家将
加大对上游芯片、关键元器件的扶持力度，

行业确定性提升，给出中性偏乐观的预计。
中金公司则表示，中兴仍是全球第四
大电信设备制造商，客户粘性较高，业绩短
期大幅波动的可能性较低。维持中兴通讯
推荐评级，AH股目标价暂分别维持40元
人民币、40港元不变。
北京晨报首席记者 王洁

践行责任 筑梦成长

邮储北分助力
青少年精准帮扶公益项目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
强”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
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为深入理
解这一重要论述精神，助力打好三大攻坚
战，深耕精准帮扶工作，近期，昌平团区
委、昌平区青年联合会与邮储银行北京昌
平区支行共同开展昌平区“和爱我的人在
一起”青少年精准帮扶公益项目启动仪
式。
仪式上，邮储银行昌平区支行为 90
名中小学精准帮扶对象捐赠了价值约 4
万元的爱心成长大礼包，礼包涵盖了书
籍、文具、体育用品、生活用品等青少年喜
爱的各类物品，并为每位青少年家庭拍摄
了“和爱我的人在一起”的成长照片，记录
成长瞬间。昌平区各镇、街道团（工）委书
记与昌平区支行辖内 11家网点支行长
进行对接，将全面深入开展青少年的精准
帮扶工作，并将在助学贷款办理、捐资助
学等方面继续发挥作用，服务青少年健康
快乐幸福成长。
邮储银行昌平区支行行长杜颖表示，
邮储昌平区支行将不忘初心，继续践行企
业社会责任，结合青少年实际需求开展帮
扶项目，以实际行动用公益爱心回馈社
会，邮储银行昌平区支行将一如既往地关
心青少年成长成才，为更多青少年带去希
望和梦想，助力青少年筑梦、逐梦、实现梦
想。同时，希望此类公益善举能够起到良
好的示范带头作用，影响和带动更多的优

秀企业及和个人加入到捐资助学的行列
中来。邮储银行昌平区支行愿与社会各界
共同构建爱心长城，助青少年成长成才。
现场，昌平团区委书记为邮储昌平区支行
颁发了荣誉证书。团市委权益部副部长对
邮储昌平区支行的公益行为给予高度评
价。
积土成山，积水成渊，此次活动不仅
是银团合作、区域化团建的重要体现，更
是邮储银行北京分行践行普惠金融、履行
社会责任的又一力举。北京分行一直秉承
“责任 创新 奉献”的企业核心价值观，勇
于践行社会责任，通过开展邮爱公益基金
宣传、送金融知识进校园、小小银行家、
“拥抱特需儿童 传递人间真情”关爱特需
儿童志愿服务、对口支援低收入村结对帮
扶活动等，让孩子们树立用知识改变命运
的信念，点亮他们的梦想之灯，用企业的
爱心筑梦青少年成长，在实践中实现社会
公益和企业社会责任的有机融合。
据悉，邮储银行北京分行大力支持银
团合作、区域共建，积极融入地方建设，
2018年共派驻 36名青年干部赴团区委、
乡镇团委挂职驻点，把金融服务通过共青
团的组织网络输送到基层，有效提升基层
金融服务质量。今后，北京分行将持续探
索金融助农、共青团精准帮扶的方法和途
径，利用自身优势，整合多方资源，全力打
好金融助农攻坚战。
（王文）

华谊兄弟推“打对折”股权激励
北京晨报讯（首席记者 王洁）半个
月市值蒸发了近 50亿元，近期负面情绪
缠绕的华谊兄弟（300027），迅速推出了
股价“打对折”的股权激励计划。
昨天，华谊兄弟公布第二期限制性
股票激励计划（草案）。根据计划，公司拟
向公司的核心管理层及核心骨干（含控
股子公司）授予的限制性股票 3000万
股，其中首次授予 2562万股，预留 438
万股。
最令市场关注的，是股权激励中股
票的授予价格。公告称，华谊兄弟首次授
予的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为 3.82元，这
一价格相比于其目前 7元左右的股价，
几乎是打了对折。而在股价上市后满 12
个月后，满足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
可以在未来 36个月内按 30%：40%：

30%的比例分三期解除限售。
解除限售则以公司业绩为条件，即：
以 2017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
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基数，2018年
-2020年公司各年度实现的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
润与 2017年相比增长率分别不低于
20%、44%、72.8%。
业内人士表示，对比授予价格和华
谊兄弟当前的价格，将近 5折的价格可
以说华谊兄弟是诚意满满。但要想解除
限售，华谊兄弟完成上述业绩增长目标
也并非易事。2015年 -2017年，华谊兄
弟净利润分别为 9.76亿元、8.08亿元、
8.28亿元，业绩并无明显性增长。未来
三年，其怎样获得业绩高速增长将成为
关键。

工业富联第四天就“开板”了
北京晨报讯（首席记者 王洁）上一
只“独角兽”中一签可赚 11万元，这一只
独角兽中一签却只有 1.1万元。昨天，富
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工业富
联，601138），在上市后的第四个交易日
就“开板”了。
上周五，工业富联正式登陆 A股。
上市首日无悬念上涨 44.01%。在本周收
获两个交易日涨停后，昨天，工业富联开
盘就打开了涨停且股价快速下行，一度
翻绿，跌幅超 1%。
不过很快，大量的买盘又让工业富
联重拾升势。下午，其盘中瞬间触及涨
停 26.36元，最终涨 7.21%，收于 25.72
元。以昨天的收盘价计算，工业富联总
市值达到 5065.55亿元，在全部 A股中
位列第 11位，同时也成为 A股科技股
“一哥”。
此前，各大券商对富士康的估值分

歧很大，市盈率低至 15倍、高至 40多
倍，落差达 3000亿元。因此，富士康上
市后能收获几个涨停，也被市场普遍关
注。但多数机构普遍预计其涨停数在
3-5个之间。
如果不算昨天的盘中瞬间涨停，工
业富联仅仅收获了 3个涨停，这一走
势，与部分保守机构的预判一致。而对
于中签工业富联的小伙伴们来说，以昨
天收盘价计算，中一签只赚了 1.195万
元。相比之前 16连板的医药“独角兽”
药明康德一签盈利约 11万，可谓“小巫
见大巫”。
“我中了一签，虽然同为独角兽，但
盘子太大了，不可能有那么多个涨停。涨
的太多，资金量消耗太高，谁来接呢？”昨
天，一位中签的投资者告诉北京晨报记
者，昨天已经卖出。“开板就抛”，是很多
股民对中签新股的普遍策略。

2018 中网青巡赛广州开幕
中信银行助力赛事全面升级

5月 26日，中信银行 2018年中网青
少年巡回赛在广州泰百缘网球俱乐部举
行了开赛发布会暨奖杯揭幕仪式。
中网青少年巡回赛创办于 2016年，
2年来在全国 20余个城市举办了超过
6000场比赛，上千名网球少年在这个舞
台上挥洒青春、锻炼成长，2018年在中
信银行的冠名支持下，赛事得到了全面
升级。
北京中国网球公开赛体育推广有限
公司商务部总经理王丹女士、中信银行
广州分行副行长杨建能先生、中网青少
年巡回赛赛事总监周子淞先生等领导和
嘉宾受邀出席巡回赛开赛发布会。王丹
女士作为赛事主办方代表首先致辞，她
表示中信银行作为与中国网球公开赛合
作时间最长的顶级赞助商之一始终大力
支持中国网球运动的发展，关注青少年
网球，并感谢中信银行为此所付出的努
力和卓越贡献。
中信银行广州分行副行长杨建能先
生在致辞中表示，中信银行通过赞助中国
网球公开赛、冠名中网青少年巡回赛持续
支持中国网球事业，帮助青少年锻造健壮
的体魄，培养坚韧的性格，成为祖国未来
之栋梁。中信银行愿为中国青少年体育事
业持续贡献力量。
本届比赛最大的不同是所有参赛选
手都可以获得一个参赛纪念奖牌，中信银
行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每一个小球员记
录自己的成长之路，并不断取得进步。

在竞赛板块之外，本届巡回赛组委会
还组织了“大咖讲堂”和体适能训练营。大
咖讲堂邀请了国内知名专家为参赛球员
及家长讲解了如何防治运动损伤及科学
训练提升运动能力、如何通过网球特长实
现海外名校留学等，并对球员和家长的提
问一一进行了解答。体适能训练营的教练
员均来自国际网球体能协会培训团队和
前国家网球队体能康复团队，在本次训练
营中小球员们学习了针对网球运动的热
身、步法、体适能、运动后的体能恢复等知
识和技巧，活动受到了小球员和家长们的
一致好评。
中信银行通过冠名 2018年中网青少
年巡回赛，进一步支持青少年网球运动的
发展，通过中信银行报名的选手可享受报
名费优惠，并有机会受邀参加大咖讲堂、
训练营等活动。
广州站是中信银行 2018年中网青
少年巡回赛的首站比赛，随后巡回赛将
在 7-9月之间转战武汉、南京、呼和浩
特、昆明、北京、郑州、深圳、上海、长沙
等城市，并于 10月在中网赛期进行全国
总决赛。全国报名通道将于 6月全面开
放，可通过“中国网球公开赛”、“ 中网青
少年巡回赛”微信公众号进行赛事及活
（余文）
动的报名和咨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