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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怎样! 目前估值是否合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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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季度业绩下降这么厉害"

为何周一还涨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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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否买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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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
战略研究院# 中国社科院城市与竞争
力研究中心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在北京共同举办 $'"+'年城市竞争力
蓝皮书发布会%

'"++年前+"名的城市依次是&香
港'台北#北京#上海#深圳#广州#天津#

杭州#青岛#长沙(相比'"+"年前+"名城
市"总体差距有所缩小"位序变化剧烈(

报告比较'(,个城市+"年综合竞争
力指数变化发现&竞争力提升最快的前
*"个城市依次是&鄂尔多斯-#.'包头-'.'

��

-/.营口-,.'榆林-*.'东莞-&.'铜川
-).'天津-0.'重庆-(.'沧州-#%.'松原-##.'

钦州-#'.'呼和浩特-#/.'清远-#,.'乌海
-#*.'合肥-#&.'长沙-#).'北京-#0.'大连

-#(.'东营-'%.'烟台-'#.'沈阳-''.'防城
港-'/.'庆阳-',.'新余-'*.'唐山-'&.'苏
州-').'芜湖-'0.'铜陵-'(.'舟山-/%.'青
岛-/#.'四平-/'.'佛山-//.'辽源-/,.'日
照-/*.'南通-/&.'扬州-/).'淮安-/0.'武
汉-/(.'常州-,%.'延安-,#.'成都-,'.'无
锡-,/.'马鞍山-,,.'杭州-,*.'广州-,&.'

玉林-,).'泰州-,0.'长春-,(.'岳阳-*%.(

报告对中国城市发展和城市化进
行了十年回顾(报告指出&城市作为国
家创富中心的地位越来越突出和显
著)))'%#%年" 我国地级及以上城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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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地区生产总值占全国123

的比重为&*40#5" 比'%%+年提高了
+*4&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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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两市股指小幅低开" 全天
震荡为主" 两市成交量较上周五明
显缩小(

截止收盘" 沪指报'/,04/点"上
涨/4)0点"涨幅%4+&5"成交)%%4*/亿
元*深成指报(())4*&点"上涨),4,)

点"涨幅%4)*5"成交*004*(亿元%

分析人士指出" 沪指下破半年
线有诱空的嫌疑" 预计本周大盘有
望探底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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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两年谈判"昨日大连万达与
全球第二大院线集团678签署并购
协议% 万达的此次并购总交易金额'&

亿美元% 同时"万达并购后投入运营
资金不超过*亿美元" 万达总共将为
此次交易支付/#亿美元% 这笔交易成
功"标志着万达集团将在世界票房前
两位的两个国家分别拥有第二和第
一大的院线资源%

据万达集团公布的资料称"该集
团收购678公司后"将成为全球规模
最大的电影院线运营商%

资料显示"678影院公司成立于
#('%年" 该公司旗下现经营/,&家影
院"*%'0块银幕"是全美第二大院线"

仅比全美第一大院线9:;<=少+*/"块
银幕%但678拥有的影院位置则通常
比9:;<=好"在全北美单体排行前十的
电影院中"678拥有&家%目前678整
个公司的估值约为+*亿美元%

而据万达官网显示& 万达集团
'""*年开始投资文化产业"已进入大
型舞台演艺'电影放映制作'连锁文
化娱乐'中国字画收藏,个行业"连续
多年成为中国文化产业投资额最大
的企业%

其中"尤以万达院线的发展最为
突出% 自'""*年以来"万达院线每年
便以+""块银幕的增速爆发式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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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市场层面看" 我们认为逐渐
宽松的货币环境以及监管层对价值
投资理念的重视有助于煤炭股反
弹% 维持前期对短期'中长期煤炭基
本面的观点&-+.短期风险已释放*-'.

'"+'年一季度末机构对采掘行业的
配置比例为/4),5" 仍处于较低水
平*-/. 煤炭企业大股东增持显示产
业资本对煤炭6股投资价值的认同*

-,.煤炭作为优质蓝筹股"目前估值
水平具备中长期投资价值%

建议跟踪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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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华基金*月'+日公告"旗下银华中小盘
精选基金将于*月',日起正式发行% 投资者可
通过工行'建行'中行'招行等银行'指定券商
渠道以及银华基金网上交易平台进行认购%

即将发行的银华中小盘基金将立足长
远" 通过投资于具有竞争优势和较高成长性
的中小盘股票" 力求在有效控制投资组合风

险的前提下"追求资产的长期回报"力争为客
户创造超额收益% 从投资范围看"股票资产占
比&"5)(*5% 其中"投资于中小盘股票不低
于股票资产的0"5*固定收益类资产占比范围
为")/*5*权证投资比例为")/5*现金或到
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不低于*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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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近期股指再度+荡秋千,"投资者对固
定收益类理财产品的需求仍然较大"开启了分
级基金,$时代的长盛中证0""分级指基"其稳
健份额同庆6以其当前年化)5的收益率"填补
了理财空档"得到投资人关注%

据了解"分级基金稳健份额从其设计原理
来看"其更像是一只+类债券,产品"其年化收
益率相对较高"投资价值相较于一般固定收益
类产品要好% 以开启分级基金,$时代的长盛
同庆中证0""指数分级基金的6类份额来说"

同庆6约定收益率为&+年定存-

¿À

.>/4*5%该
收益率在分级指基的约定收益份额中最高%

按当前央行利率计算"新同庆6第一年约定收
益为)5" 高出目前被 +秒杀, 的三年期国债

*4*05约+4,'个百分点"而且每年付息"三年以
后到期还本"具有鲜明的债券属性%

对于同庆6的老持有人"或者希望配置稳
定收益的新投资人而言" 可以选择继续持有"

或者在*月+*日至*月'+日这*个交易日内"集
中申购同庆基金" 待新的同庆6和同庆!上市
以后"在二级市场上卖出手中拆分出来的同庆
!"再买入同庆6"从而回归到之前的低风险配
置"获得每年+一年定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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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的约定
收益%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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