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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观察

近日， 光大银行携手中铁四局集团有

限公司成功发行中铁四局 2019 年度第一

期资产支持票据（ABN）。 本期 ABN 由中

国光大银行独家主承销，中铁信托作为发

行载体管理机构，储架规模 40 亿元，首期

发行规模 20 亿元， 基础资产为中铁四局

依据工程项下对付款人享有的应收账款

债权。

本期 ABN 是安徽省一单“央企

ABN”。 发行期间该项目受到众多机构投

资者高度认可，最终票面利率 4.27%，创同

期限市场同类 ABN 产品较低。 此次应收

账款 ABN 的发行， 有效加快了企业资金

周转、 优化债务结构， 增强存量资产流动

性，为央企在“降杠杆”、“压两金”方面探索

了切实可行的成功案例。

近年来， 光大银行已主承销了全国一

单“纯双绿”中电投融和租赁 ABN、全国一

单“央企物业费”信达地产 ABN、全国一单

“中小企业租赁债权债券通” 远东租赁

ABN 等多单市场证券化产品。

中铁四局集团有限公司是央企中国中

铁旗下一家 AAA 级主体子公司，是中国中

铁旗下标杆子公司，成立于 1986 年，拥有

铁路工程、建筑工程、市政公用、公路工程

四项特级资质，以及铁道行业甲二级、建筑

行业、市政行业、公路行业四项甲级设计资

质，为安徽省以及中国中铁系统一家“四特

四甲”企业。公司拥有国外工程承包资质和

对外经营权，除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外，业务

范围还覆盖建筑勘察设计、铁路运营服务、

交通园林等多个领域。

此次中铁四局 ABN 项目的成功落地，

将推动更多大型央企参与应收账款资产证

券化。光大银行将继续响应中央号召，进一

步发挥光大集团大金控整合优势， 为央企

定制个性化专属方案，创新降杠杆模式，并

逐步延伸服务触角， 不断累积行之有效的

经验并向企业提供多元化融资服务， 帮助

实体企业盘活存量资产，拓宽融资渠道。

光大银行独家主承销

中铁四局首期应收账款 ABN

受社融数据超预期刺激，

A

股三

大股指昨日集体高开，不过由于短线

获利盘抛压踊跃，临近午盘三大股指

开始下滑 ，午后跌势加剧 ，最终三大

股指悉数收跌。 截至收盘，沪指下跌

0.34%

收于

3177

点， 深成指和创业板

指则分别下跌了

0.78%

和

1.70%

，双双

再创调整以来新低。

对于昨日高开低走的走势，或许

会令部分投资者失望。 而实际上从沪

指接近

3300

点关口之后， 市场就经

常出现低开高走和高开低走的走势，

所以昨日走势并没有太大的不同，只

不过因为高开幅度太大，所以收出的

阴线显得更加“恐怖”而已。

纯粹从技术面上看，创业板指在

4

月

8

日形成顶背离之后， 市场就开

始陷入到震荡回落的走势中。 因为创

业板指的顶背离是日线级别的，这一

级别的背离引发的往往是周线级别

的调整，所以市场后续预计仍将以震

荡走势为主 ， 沪指震荡区间预计在

3100

点

-3300

点之间。 在当前阶段，

由于前期热点集体下挫，加上此前强

势的

5G

通讯、 券商等板块也纷纷回

落，所以市场近期观望氛围或会再度

转浓， 只有等到新的热点板块出现，

且足以带动市场重新走强时，可能才

会出现新一波的上涨。

对于后市的布局，当前可以预见

的主要有两个方向。 一是周期性行业

业绩扭转可能出现的投资机会，二是

A

股纳入富时罗素全球指数可能引

发的概念题材板块。

对于周期性行业 ， 比如猪肉涨

价 、纺织服装业绩逆转 ，都可能吸引

更多机构布局；而加入富时罗素全球

指数，市场资金将会大概率地指向蓝

筹股。 不过，由于当前大势震荡，所以

短线而言， 对于涨幅已大的个股，不

宜再追高操作，而是应该等其调整到

位后再寻机介入。 当然，就长线投资

而言， 对于业绩拐点明确的个股，则

不妨以逐级建仓的方式分布介入，无

需太在意一城一池的得失。

周伯恭

□

本版撰文 信息时报记者 梁诗柳

因“黑洞照片”陷入到漩涡中的视

觉中国，昨日股价再遭重挫，开盘即告

跌停， 且保留至终局， 封单高达72万

手。 根据基金公司给出的估值，视觉中

国还面临着一个跌停板。 龙虎榜显示，

机构资金昨日不惜以跌停价“逃命”，

昨日5家机构合计卖出2405.66万元。记

者梳理发现，连续两个跌停板，已让第

一大股东的资产将缩水5.21亿元。与此

同时，一众“踩雷”基金也面临巨亏。

机构跌停价疯狂“逃命”

继上周五跌停后，昨日，视觉中国

再次吃下“一”字跌停板，报收22.68元。

至此，视觉中国最新总市值为158.89亿

元，两个交易日市值蒸发37.28亿元。

盘面数据显示， 昨日视觉中国全

日成交金额为2497.75万， 换手率仅有

0.35%。 截至收盘，视觉中国仍有超72

万手封单封在跌停板。 龙虎榜显示，基

金等机构主力正大幅抛筹离场。 数据

显示， 视觉中国昨日卖出前五席位均

为机构专用，合计卖出2405.66万元。而

买一席位招商证券北京西直门北大街

营业部买入353.81万元，深股通席位买

入93.89万元。在前一个交易日，视觉中

国卖方前五席位中，也出现了4个机构

专用席位，合计卖出3504.56万元。

尽管已经连续两日跌停，不过，视

觉中国可能还要面临一个跌停板。 自4

月13日以来，至少有4家基金公司对所

持视觉中国的股票估值予以下调，其

中交银施罗德基金将该公司股价下调

至21元/股，而中银基金、博时基金、财

通基金等更是将估值降至20.41元。 以

昨日收盘价计算， 视觉中国股价至少

还差1个跌停板。

大股东资产缩水严重

伴随着股价的重挫， 大股东的资

产也急剧缩水。 公开资料显示， 视觉

中国的实控人为10名一致行动人， 包

括第一大股东吴春红、 创始人柴继军

等， 共持有公司55.39%的股份。

其中， 第一大股东吴春红持有

9791.26万股， 持股比例为13.98%。 在

连续两个跌停之后， 吴春红的资产已

经缩水了5.21亿元。 若按照基金公司

给出的最低估值， 吴春红的资产规模

还将进一步缩水， 缩水总额达7.43亿

元。 此外， 第二、 第三股东吴玉瑞、

廖道训为夫妇， 两人共持有视觉中国

1.78亿股。 按照昨日收盘价， 两人资

产合计蒸发了9.49亿元。

不过从成本价上看， 10位一致行

动人距离亏损还有很远。 公开资料显

示， 上述10名一致行动人持有的股

份， 为5年前视觉中国借壳远东股份

时定向增发所获得的股份， 当时的定

增发行价为5.28元/股。

按计划， 本月12日上述股份已经

迎来解禁， 目前视觉中国还未披露限

售股解禁公告。 视觉中国在投资者互

动平台中表示， 将于2018年年报披露

后， 向交易所申请办理解禁， 并按规

定在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日前3个交易

日内刊登股份解除限售的提示性公

告。

基金公司纷纷躺枪

在“黑洞照片” 事件发酵之前，

视觉中国曾被多家券商推荐。 同花顺

数据显示， 仅今年以来， 包括中金公

司、 中原证券、 中银证券、 中信证券

等14家券商对视觉中国给予了“推

荐”、 “买入”、 “增持” 的评级。

视觉中国此番重挫， 令基金公司

纷纷躺枪。 同花顺数据显示， 截至去

年底， 共有246只基金持有视觉中国，

合计持股比例占流通股42.45%。 其中

交银施罗德持股最多， 2018年年报显

示， 其旗下9只基金合计持有视觉中

国4656.9万股， 占视觉中国流通比例

的15%。 而目前单只基金持仓最多的

也是其旗下的交银新生活力。 记者梳

理发现， 交银新生活力在去年三季度

新进视觉中国1337.69万股。 基金年报

显示， 截至去年年底， 交银新生活力

持有视觉中国股份数量未发生变化，

若年内交银新生活力持仓也无变化，

按视觉中国去年三季度成交均价27.80

元计算， 截至昨日， 仅交银新生活力

这一只基金， 亏损就达到6848.97万

元。 数据显示， 交银新生活力最新一

个交易日净值跌幅为2.20%。

此外， 基金2018年年报显示， 博

时主题行业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泓

德泓富灵活配置混合型等基金也分别

在去年四季度加仓了视觉中国， 以当

时的成交均价计算， 这些交易也都产

生了亏损。

视觉中国第一大股东资产蒸发逾5亿

区间震荡延续 布局两大方向

与视觉中国一样，已在新三板挂

牌的全景网络，似乎也从“维权式营

销”中尝到了甜头，不断在维权上加

大投入。 记者通过梳理财报发现，全

景网络在 2017 年新组建法务维权团

队，拓展维权式营销模式，当年通过

图片版权跟踪维权的方式带来图片

收入以及图片维权收入增加 2140.50

万元，同比增长近三成 28.06%。

到了 2018 年 3 月， 全景网络自

主研发的图片版权监测中心上线。 全

景网络表示，该平台将被动的版权保

护变为主动的版权登记、确认和维权

追偿。 最新一期业绩快报显示，全景

网络预计去年全年归属于挂牌公司

的净利润将亏损 3788.39 万元，而

2017 年其亏损仅为 329.57 万元。 对

于亏损进一步加大的原因，全景网络

表示一方面原因是公司通过自主开

发的搜索平台大大提升了维权式营

销能力， 在收入不断增长的前期下，

公司加大了营销团队、办公室、营销

费用等方面的投入。

随着视觉中国股价遭遇重挫，全

景网络也跟随大跌，昨日，全景网络

跌幅为 13.57%。

链接

全景网络同步大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