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目前已有计划分拆上市

的公司名单

证券名称

东港股份

西部材料

深康佳A

岭南控股

昨收盘价（元）

21.80

11.98

5.63

8.55

昨涨幅

(%)

2.20

10.01

1.62

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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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韦柑潞 通讯员

马洁明）

日本外务省近日放出消息，从5

月起开始对赴日游客开通网上申请签证

服务， 日本驻华大使馆将率先开始开通

受理赴日旅游签证的网上申请，按计划，

明年4月日本在华所有领事馆都将开通

网上申请服务。

去年访日外国游客中国最多

据了解，长久以来，我国公民办理赴

日旅游签证手续都需要委托日本大使馆

制定的代办机构办理， 无法由个人直接

申请办理。相关消息出来以后，不少分析

认为， 该政策将极大地刺激赴日旅游自

由行的需求。

岭南控股广之旅副总裁、出境游负责

人黄静茹表示，签证的利好消息将会带来

目的地市场的持续繁荣，而市场的繁荣则

必定会带来相关业务的正面效应。

近年来， 日本政府已经多次调整签

证政策， 旨在拉动访日中国游客量的增

长。从申请材料的简化，到下调申请者的

经济能力要求，再到推出3年多次、5年多

次签证等。而在今年年初，日本更进一步

放宽签证政策，对过去3年内以个人旅游

签证赴日两次以上的中国游客申请多次

往返签证时， 以及中国教育部所属的

1243所大学的本科、研究生、毕业3年以

内的学生申请单次赴日签证时， 都可简

化手续，无需提交经济证明材料。这些频

繁的签证调整， 总体已经带来积极的市

场效应。从日本观光厅统计可见，去年访

日外国游客人数达3119万人， 其中中国

游客人数为838万人，同比增长13.9%，已

经占据首位。

华南新增多条赴日航线

黄静茹介绍，除了签证利好以外，航

线选择增多， 也是刺激赴日旅游持续发

展的重要条件。

从华南市场来看， 今年以来， 已经

先后有南方航空、 春秋航空分别新增广

州-名古屋、 广州-大阪的赴日航线，

而本月又有上海航空开通广州-名古屋

的航线； 另一方面， 南方航空计划将于

5月5日开通深圳-名古屋航线， 深圳航

空也计划年内开通深圳-札幌的直飞航

线。 随着新航线的加入， 从前每到节假

日就非常紧俏的航空资源将得到缓解，

为游客提供更多的航班选择、 提高便利

性， 同时飞行资源的增多， 也会令到出

游成本更易于控制。 旅行社也在利用这

些全新的航线， 研发更多的赴日旅行线

路产品。

黄静茹预测，2020年日本将举办东京

奥运会和残奥会，签证和航线等众多硬件

利好，加上这些节庆盛事的带动，未来两

年中国游客赴日游市场或将再迎爆发。

据新华社电

“声控”的窗帘、嵌入生

物识别技术的门锁、 用手机操作的空调

……记者在 9 日举行的第七届中国电子

信息博览会和中国智慧家庭高峰论坛上

了解到，家居用品正在变得越来越智能，

基于智能生态系统的未来家庭生活正逐

步成为现实。

现场展示的智能终端描绘了一幅

未来的图景：清晨，当你站在 TCL 研发

的智能浴室里准备洗漱时，体重、体脂、

刷牙情况等数据实时显示在镜子上；在

海尔推出的智能厨房， 冰箱可以根据储

存食材的特点自动调整温度， 还可以根

据家人的健康状况推荐菜谱。

工业和信息化部无线电管理局编制

的《中国无线电管理年度报告

（

2018

年）

》

显示，2018 年我国物联网业务收入比上

年增长 72.9%，物联网及智慧家庭等新业

务增长迅猛。

业内人士认为， 智能终端的普及只

是第一步，负责协调指挥这些终端的“大

脑” 以及智能生态系统才是构建智慧家

庭的关键。

联想集团执行副总裁刘军在此次博

览会上表示，联想不仅实现电脑、平板、

手机的智能化， 推出智能插线板、 路由

器、门锁等一系列智能产品，还把人工智

能技术嵌入这些产品， 搭建了一个开放

的云平台， 让这些产品更好地感知用户

需求、提供服务。

中电金网智能科技

（ 海南）

有限公司

也发布了一个 AI 智能主机。该公司副董

事长施坤辉介绍，这个 AI 智能主机提供

的是家庭整体智能化解决方案， 可以通

过远程语音来控制智能家居，包括照明、

安防监控、影音娱乐、电动窗帘、空调暖

气、环境监测、家用电器等系统。

此外， 无线充电技术在智慧家庭中

扮演着重要角色。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

技术研究院副研究员赵毓斌说，未来，无

线充电技术有望实现从二维到三维的突

破。“今后或许就像现在使用 Wi-Fi 一

样，只需要按下开关，整个空间里的电子

设备都可以充电了。 ”

生活在这样的智慧家庭里， 人们的

隐私该如何保护？ 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

研究院电子设备与系统研究中心高级工

程师孙齐锋说， 他们已经制定了智慧家

庭评价指标体系等行业标准， 对智慧家

庭的信息安全程度提出了明确要求，希

望引导行业健康发展。

就市场氛围而论， 目前行情

仍处于异常活跃阶段。 对消息面

的敏感“ 对接”和对概念板块挖掘

的不遗余力，都是最好的明证。尽

管“ 概念”常常与“ 炒作”联系在一

起， 其对活跃市场人气倒也功不

可没。如果以开放的心态，只要其

间的主力（ 可以等同于“ 庄家 ”概

念） ，在操作过程中没有违规违法

行为， 那么监管层对他们抛出的

“ 概念”诱饵，也就可以用“ 信者上

钩”的方式对待，毕竟投资成败需

要投资者自己负责， 只有在市场

中滚爬摸打，吃一堑长一智，投资

者才能逐步成熟起来。因此，面对

近期的柔性屏、边缘计算、泛在电

力物联网、异构计算、网络切片 、

工业大麻、芬太尼、透明工厂等等

层出不穷的“ 概念”，你要是不怕

累着，瞪大眼睛跟着他们转悠，炒

股倒也炒得够充实。只是到头来，

会不会发现原来自己扮演着猴子

掰玉米的主角？ 这需要过一段时

间之后， 每个交易者自己好好总

结一下。

活跃的市场氛围， 容易让交

易者对不够活跃的大盘指标股不

太感冒。这也算是好事一桩，毕竟

指标股要是跟中小创一样疯涨 ，

指数就会飞上了天。 就目前市场

估值而言， 周二的

Wind

数据显

示，全部

A

股平均动态市盈率为

18

倍 ， 其中上证

A14

倍 ， 深证

A36

倍 ； 创业板则已经达到

124

倍，上证

50

只有

10

倍。虽然上证

50

所代表的多是传统蓝筹风格，

而创业板代表的是新兴成长风

格， 而后者眼下还有科创板开板

的乐观预期在， 因此不能拿这个

指标进行简单对比， 以表示后者

投资机会小于前者， 但笔者觉得

有两点是必须牢记的，首先，创业

板平均动态市盈率从去年

10

月

份的

39

倍涨到目前的

124

倍，积

累的风险是巨大的；其次，周期股

的估值低洼状态从那时到现在并

没有多大的改变， 沪市看高一线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这看起来有些过去常提的结

构性行情的味道， 不过如今行情

的“ 二八 ”状态并不泾渭分明 ，因

此很难去看一个市场的单独表

现。 假如这波行情的领头羊创业

板就此偃旗息鼓， 尽管沪指也可

以独挑后市行情的大梁， 但那时

候又将有投资者“ 赚了指数不赚

钱”的喧嚣。如果不想成了这喧嚣

队伍中的一员，那么，继续一味地

追风逐利的策略就需要有所转

变， 投资者在未来应逐步采取防

守型策略， 回到市场的估值洼地

中来。 王方

市场观察

创业板整体估值

风险呈现

下月日本开放网上申请签证

赴日游未来两年或再增长

智慧家庭：从概念走向现实还有多远？

东港股份拟分拆登陆科创版

被深交所质疑“蹭热点”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陈雅菲 ）

首家明

确公告拟分拆登陆科创板的案例出炉。

东港股份昨日公告称， 控股子公司东港

瑞云拟进行股份制改革， 未来将申请登

陆科创板。随后，深交所对东港股份下发

关注函， 质疑东港股份是否存在“蹭热

点”行为。

欲分拆子公司上科创板

昨日，东港股份发布公告称，公司控

股子公司东港瑞云拟进行股份制改制。

对于股改的原因，公司在公告中解释称，

是为了充分利用国家资本市场的新政

策，在符合单独上市条件时，申请在国内

A 股单独上市融资， 未来将优先考虑在

科创板申请上市， 以拓展东港瑞云融资

渠道，推动业务的发展。

作为首家明确公告拟分拆登陆科创

板的案例， 东港股份却被深交所质疑有

“蹭热点”的嫌疑而遭到问询。昨日，深交

所对东港股份下发关注函， 要求其说明

东港瑞云考虑单独上市的原因、 是否具

备分拆上市的可行性， 以及是否存在主

动迎合市场热点的情形等问题。 昨日收

盘，东港股份报收 21.8 元，涨 2.2%。

多家公司透露分拆上市

根据公开报道，除了东港股份，多家

公司在接受调研中也表达了分拆上市的

意图。上周，西部材料在接受机构调研时

表示， 公司 3 家控股子公司西诺、 菲尔

特、天力的股份制改制工作已完成，将进

一步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如符合条件，分

拆上市登陆科创板是要重点筹划的内

容。 此外，深康佳 A、岭南控股也曾公开

表示， 将会视情况推进相关分拆上市事

项。

证监会今年 1 月末出台的《关于在

上海证券交易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

制的实施意见》中提及，达到一定规模的

上市公司，可以依法分拆其业务独立、符

合条件的子公司在科创板上市。 截止目

前， 科创版受理名单有逾 50 家企业，但

名单中并没有一家是上市公司分拆的子

公司， 对于主板公司分拆子公司到科创

板上市细则的也并未出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