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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观点

由于春节档表现低于预期，使 2019 年第一季度票

房表现平淡。《复联 4》作为《复联》系列电影终章，市场

关注度较高。该影片当前已定档 4 月 24 日，为 2019 年

第二季度已定档影片中观众期待值最高影片。 预计《复

联 4》票房有望达到 30 亿元量级，短期预计提振电影

市场情绪，以及成为 2019 年第二季度票房重要支撑。

《复联 4》即将上映，关注电影及院线板块催化。 由

于前一部埋下的巨大伏笔，《复联 4》 票房有望再创新

高。建议关注《复联 4》上映带动国内票房增长和关注度

提升，对于电影及院线板块的催化作用。

中国大陆地区较北美地区提前 2 天上映， 目前在

中国大陆的预售 32 小时零点场票房超 6270.6 万元，

创造零点场票房新纪录。 积极看好优质进口片上映对

国内电影市场的正向刺激，建议重点关注中国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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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下国内预售票房最快破亿元纪录

《复联4》预售火爆 相关影视股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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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14 日， 第十六届中国基金业金

牛奖评选结果揭晓，凭借长期出色的业绩

表现，博时基金旗下绩优产品博时主题行

业混合(LOF)（160505）荣获“五年期开放

式混合型持续优胜金牛基金”奖；博时信

用债纯债债券（050027）荣获“三年期开放

式债券型持续优胜金牛基金”奖。 值得一

提的是，自 2004 年首届金牛奖以来，博时

基金已累计斩获了 43 座金牛奖杯， 充分

展示了作为公募“老五家”的深厚底蕴。

资料显示， 金牛奖由中国证券报主

办，中国银河证券、天相投顾、招商证券、

海通证券和上海证券协办，是基金业界最

具公信力的权威奖项之一，享有中国基金

业“奥斯卡”的美誉，其评选结果也为投资

者的选基提供了有益参考。

作为博时基金旗下的拳头产品， 博时

主题行业此次拿下的“五年期开放式混合

型持续优胜金牛基金” 奖已经是其第 8座

金牛奖了， 沉甸甸的奖杯充分展现了市场

对其的认可。Wind数据显示，截至 2018年

底，博时主题行业累计 12 年跑赢沪深 300

指数， 也是目前市场上一只连续九年跑赢

沪深 300指数的偏股混合型基金。

此外，博时主题行业也是目前市场上

少有的“十倍基”。 银河证券数据显示，截

至 4 月 5 日， 该基金自 2005 年成立以来

累计净值增长率高达 1252.2%，年化收益

率达 20.05%，在全市场（仅计算 A 类）排

名第 4。 凭借持续稳健的业绩表现，博时

主题行业备受专业认可，不仅获得了银河

证券三年期、五年期五星评价，还累计获

得了 18 项三大报权威大奖， 是当之无愧

的明星基金。

另一只获奖产品博时信用债纯债也

是金牛奖上的常客，此次斩获的“三年期

开放式债券型持续优胜金牛基金”奖是该

基金的第三次蝉联金牛奖，也是其捧回的

第三座金牛奖杯。自 2012 年成立以来，无

论债市如何表现，该基金每年都能实现正

收益，即使在熊市阶段，依然体现其出色

的风险控制能力，努力为投资者获得超额

收益。

银河证券数据显示， 截至 2018年底，

博时信用债纯债 A最近三年累计净值增长

率达 13.71%，在 52只同类可比基金中排名

第 6；近五年净值增长率达 43.42%，排位同

类第 3。 凭借亮眼的业绩表现，博时信用债

纯债在获奖之余， 也获得了专业评级机构

银河证券三年期、五年期五星评价。

二十一载公募路，十六年金牛情。“中

国基金业金牛奖”自 2004 年以来，已经成

功举办十六届“金牛奖”评选活动。细细梳

理，以封闭式金牛基金———基金裕泽和基

金裕阳为荣誉开端，博时基金 21 年间，总

共斩获了包括公司和旗下产品在内的 43

座金牛奖项，其中，公司奖共捧回 11 座，

包含 5 次金牛基金公司奖，2 次固收投资

金牛基金公司奖，1 次海外金牛私募管理

公司奖，1 次金牛特别贡献奖，1 次最受信

赖金牛基金公司奖和 1 次基金业 20 年卓

越贡献公司奖，彰显出博时基金在不同业

务领域的卓越成绩。

基金投资需谨慎

第十六届金牛奖揭晓 博时基金股债擒“双牛”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陈雅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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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电影《复仇者联盟4》(

下称 《复联

4

》

)近日开启预售，创下国内预售票

房最快破亿元纪录， 目前已突破2.5

亿元。 受此刺激，电影发行方、渠道

方等相关概念股昨日普涨。 多家证

券机构发表研报称，《复联4》的大热

将提振电影市场情绪， 相关影视股

有望受益。

创国内预售最快破亿纪录

《复联4》于4月12日正式开启预

售， 创中国影史预售票房最快破亿

元纪录。 猫眼专业数据显示，截至4

月12日晚12点，《复联4》预售票房过

亿元；截至4月15日7点，预售票房突

破2亿元；截至4月15日19点，预售票

房突破2.5亿元。

西南证券研报指出，预计到4月

24日，《复联4》的综合票价达55.9元，

相比于2018年33元的平均票价，该

电影的票价刷新历史新高。 此外，记

者梳理复仇者联盟的系列电影发

现，《复联3》 累计票房14.6亿元；《复

联2》上映首日票房破1.86亿元，累计

票房23.9亿元；而《复仇者联盟》上映

首日票房6348万元， 累计票房5.7亿

元。

据悉，《复联4》 将于4月24日在

中国内地正式上映。 就预售成绩来

说，该电影将成为4月电影票房的领

军者。

相关影视股票有望受益

随着《复联4》预售成绩打破纪

录，也刺激了A股和港股市场的相关

概念股上涨。 资料显示，该电影的国

内发行方包括中国电影、华夏电影，

渠道方包括万达电影、横店影视、I－

MAX CHINA等。 截至昨日收盘，中

国电影报收18.96元，涨1.61%；万达

电影报收22.59元，涨0.85%；横店影

视报收25.22元，涨0.26%。港股方面，

IMAX CHINA涨 2.89% ， 报收于

19.96元。

开源证券指出， 中国电影或成

为国内资本最大的赢家。 假设《复联

4》实现30亿元的综合票房，中国电

影与华夏电影均分发行收入， 主发

行方中国电影预计获得2.2亿元左右

的单片发行收入。 另外，《复联4》的

大热也会直接推动4月票房， 预计4

月票房或将突破50亿元， 院线渠道

方也将大为受益。

天风证券表示，基于《复联4》的

情绪带动作用、 实际票房以及二季

度后续影片定档情况， 电影国家队

中国电影，渠道方万达电影、横店影

视、IMAX CHINA有望直接受益。

“货架”再添新品

瑞幸咖啡小鹿茶广州上线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卢云龙 ）

上周，记者

从瑞幸咖啡方面获悉， 其新品小鹿茶开始在

广州部分门店测试上线。 此次上线的4款小鹿

茶系列产品，包括芭乐芝士红宝石茶、莓莓芝

士茉香茶、桃桃芝士红宝石茶、西柚芝士茉香

茶等，预计本周内将会在广州全线门店上线。

瑞幸咖啡相关负责人向记者表示， 为了满足

用户多样化的产品需求， 进一步丰富产品品

类，持续努力加强平台建设。

记者打开瑞幸咖啡APP可见，上述4款新

品已可在广州全线门店下单。 据瑞幸咖啡提

供资料显示，上述新饮品具备原叶鲜萃，非浓

缩还原萃取茶汤，风味稳定性强的优点。刚刚

“尝鲜” 瑞幸新茶饮的广州白领梁思思称，瑞

幸咖啡新开发的茶类饮品加入了水果元素，

其挑选的水果也明显可以品尝出来自新鲜榨

取的水果，风味饱和度高，值得“再次下单”。

资料显示， 瑞幸咖啡已于近期在全国陆

续上线“幸运小食”产品系列，包括9种零食，

比如芒果干、坚果、饼干等。 这款产品预计在4

月内完成全部门店的新品布局。 从咖啡到甜

品、从轻食到果汁……瑞幸咖啡APP“货架”

上品类清单正越拉越长。

相关新闻

“打脸”缺钱质疑

瑞幸咖啡再进驻

18

座城市

信息时报讯 （记者 卢云龙）

据了解，继

上周瑞幸咖啡宣布新入驻合肥、佛山、沈阳和

昆明等14座新城市后，本周入驻珠海、中山、

嘉兴、贵阳，全国入驻城市总量达40城。

瑞幸咖啡方面称， 这些城市经济实力和

消费水平均位居全国前列， 且咖啡消费文化

浓厚、潜力巨大，适合瑞幸咖啡品牌深耕。

2019年1月初，瑞幸咖啡发布了三大战略

目标：年底前全国新建门店超过2500家，总门

店数超过4500家； 在门店数量与销售杯量上

均成为中国最大的连锁咖啡品牌； 持续努力

为客户提供高品质、高性价比、高便利性的产

品。 然而在本月初，天眼查信息显示，瑞幸咖

啡

（中国）

有限公司新增一条动产抵押信息。

抵押权人为中关村科技租赁有限公司， 被担

保债权数额为4500万元。 外界有声音质疑此

举表明企业到了“缺钱”阶段。

瑞幸咖啡方面就此事接受记者采访时回

应，称“这是一笔常规的设备融资租赁，符合

我们轻资产运营的大思路。 通过设备融资租

赁等创新金融工具的应用， 可以保证我们资

产价值最大化”。 随着瑞幸咖啡再进驻18座新

城市的消息传出， 公司因资金短缺而抵押设

备的传言可谓“不攻自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