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平台突破意为股票价格突破

前期整理的平台，是经常被用到的

技术分析手段之一。 这类股票在形

成一个高点后，开始展开长时间的

整理，在大势配合的情况下，若突

破成功， 则股价有望打开上升空

间。 不过这种形态如今经常被主力

所利用，导致假突破不绝。 所以对

于缺乏基本面支撑的个股，不宜单

纯以这种形态作为操作依据。

卢西

形态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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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 （记者 陈雅菲）

停牌

一周的格力电器昨日复牌。 受控股股

东拟转让15%股权的消息刺激，昨日格

力电器“一”字涨停，公司总市值再度

突破3000亿元。 针对格力电器控股股

东可能变更的情况， 多家机构发布研

报称看好格力电器混改后的发展，而

中金更是将公司目标价上调16.5%至

68.7元。

格力电器封单超100万手

昨日， 格力电器发布公告称， 公

司控股股东格力集团拟通过公开征集

受让方的方式， 协议转让持有的格力

电器总股本15%的股票。 一旦转让成

功， 格力电器控股权的归属将发生变

更。

对于转让金额， 公告中称此次转

让价格不低于4月9日前30个交易日的

每日加权平均价格的算术平均值。 据

计算， 格力电器停牌前30个交易日的

均价为45.59元，15%的持股比例对应

的价格约为412亿元。

受上述消息刺激， 昨日复牌的格

力电器开盘即涨停，且被超过100万手

的大单封死在涨停板。 截至收盘，格力

电器报收51.93元， 市值一日之内增多

284亿元，总市值达至3124亿元，主力

净流入额2.27亿元。

转让股份或有多位接盘者

自从格力电器4月1日发布停牌公

告后，外界就开始纷纷猜测谁会接盘。

目前来看， 业界对于接盘者达猜想大

致分为三类，一是广东省国资委接盘；

二是董明珠或格力电器经销商团队；

三是阿里巴巴、京东、富士康等战略投

资者。

家电行业分析师刘步尘认为表

示，目前来看，格力经销商或者董明珠

接盘15%的一部分，剩下的由其他战略

投资者接盘，这种可能性更大一些。 因

为控股股东转让总额400多亿元，董明

珠和经销商的投资资金压力或许有点

大，但接手部分股权，以保证双方股权

加起来最多，从而获得控股权，应该没

有问题。

中金上调目标价至68.7元

尽管谁将接盘这一消息仍扑朔迷

离， 但是已有多家机构发表研报称看

好格力电器混改后的发展。

中金公司报告称，股权转让后，若

格力电器变为无实际控制人的公众公

司， 管理层有望通过受让或者股权激

励方式持有更多股份， 对股价的关注

度会大幅提升， 公司治理结构应该会

有改善，估值提升空间大。 基于治理结

构改善的预期， 上调目标价16.5%至

68.7元，维持“推荐”评级。

光大证券在研报中则表示， 公司

本次股权转让若成功实施， 将有可能

带来公司持股结构的巨大改变， 公司

有可能从国有企业转变为持股比例较

为分散，无实际控制人，完成混合所有

制改革的公司。 治理结构改善、管理层

股权激励等均值得期待， 公司现金充

沛，业绩尚有提升空间，股东权益有望

得到更好保障。

“改制会给格力电器带来巨大不

确定性。 这里的‘不确定性’是个中性

词，有可能是巨大利好，也有可能是利

空，但关键看最后谁会成为大股东。 ”

刘步尘说。

信息时报讯

山鼎设计9日公告，

拟以发行股份、 可转换债券及支付现

金购买新三板公司赛普健身80.35%股

份， 同时直接及通过赛普健身间接控

制北京赛普100%股权， 借此进一步布

局体育健康产业新业态。 同日，汇金科

技向新三板公司尚通科技抛出橄榄

枝， 拟收购后者70.87%股权以谋求实

际控制。

根据公告，山鼎设计拟发行股份、

可转换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远瞩投资

等合计持有的赛普健身80.35%股份，

交易金额暂定为21.47亿元； 另发行股

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宁波永尚等合计持

有的北京赛普3.23%股权，交易金额暂

定为8806.45万元。同时，公司拟募集配

套资金不超过8亿元。 公司股票将于4

月9日开市起复牌。

本次交易完成后， 山鼎设计将直

接持有赛普健身80.35%股份， 同时直

接及通过赛普健身间接控制北京赛普

100%股权。 数据显示，2017年度、2018

年度， 北京赛普未经审计的营业收入

分别达到约3.87亿元、6.20亿元， 未经

审计的归母净利润分别达到约1.07亿

元、1.53亿元。

同日， 汇金科技向新三板公司尚

通科技抛出橄榄枝， 拟通过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的方式， 收购后者70.87%

的股权，以达到实际控股目的。 交易已

明确的对手方为尚通科技第一、 二大

股东彭澎、肖毅，以及新余尚为和新余

亿尚。 公司4月9日起停牌，预计停牌时

间不超过10个交易日。

据上海证券报

受控股股东变更刺激复牌首日一字涨停

格力电器受机构热捧

预计公司未来

激励体制、 股东回

报策略都将更加灵

活，与管理层、公开

市场股东利益绑定

更加紧密。 此外可

稳定公司管理层更

替、经营预期，进而

提高公司的市场化

经营活力。

———中信证券

两创业板公司并购新三板企业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郑晓慧）

爱康

科技昨日发布公告， 称公司拟以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 合计作价

17.8亿元，收购王兆峰、杨勇智、赵学

文、 宁波朝

昉

实业投资合伙企业持有

的宁波宜则100%的股权，其中股份发

行价格为1.87元/股，同时拟定增募集

不超过10亿元配套资金。 本次交易不

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交

易不构成重组上市。

资料显示， 爱康科技主营业务为

太阳能光伏产品制造及光伏电站运营

业务，宁波宜则主营业务为光伏组件、

光伏电池的研发、生产与销售。宁波宜

则的生产基地位于越南， 通过全资子

公司越南光伏、 越南电池开展主营业

务， 其主要客户为全球知名光伏制造

商， 产品最终主要销往美国、 欧洲等

地。

爱康科技表示，本次交易完成后，

宁波宜则独立、完整的研发、采购、生

产、 销售体系将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

的快速发展形成较大的助力， 与上市

公司在生产、技术、销售、采购等方面

实现资源共享， 在光伏行业领域形成

良好的协同效应， 进一步增强上市公

司盈利能力， 促进上市公司的长远发

展。

在盈利承诺方面，宁波宜则承诺，

公司在2019年至2021年实现的净利润

分别不低于2.2亿元、2.41亿元和2.51亿

元。

相关新闻

爱康科技拟收购宁波宜则

形态选股：平台突破

000538

云南白药

收盘价：

90.99

元

涨跌幅：

+6.37%

该股在今年

3

月

4

日创下

89.25

元

这一高点后开始展开震荡整理，昨日

放量突破这一高点平台。 可关注后

续这一平台是否能形成有效支撑。

000151

中成股份

收盘价：

14.90

元

涨跌幅：

+7.27%

该股在今年

3

月

4

日创下

14.60

元高点后展开震荡，

3

月

22

日和

4

月

2

日曾试图向上突破，但无功而返，

昨日该股放量突破平台高点。 后市

可关注这一平台的支撑力度。

000663

永安林业

收盘价：

8.15

元

涨跌幅：

+9.99%

该股在今年

3

月

14

日创下

7.96

元高点，此后开始展开震荡。昨日该

股以涨停的方式突破这一高位平

台，成功站在前高

7.96

元之上，可关

注这一平台是否可形成有效支撑。

格力集团转

让公司控制权 ，

将使得公司治理

朝着更加市场化

的方向发展。 若

后续管理层与公

司新的实际控制

人利益一致 ，则

将减少更多委托

代理问题。 ———

天风证券

格力可能会从地方性国

企转变为一个无实际控制人，

实现混合所有制改革的公司，

如果顺利推行，意味着公司的

治理架构发生根本性变化。

———光大证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