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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公交也能领红包？ 这么“益街坊”的

好事是近日银联在广州开展的乘公交送

红包惠民活动。 即日起至 2019 年 5 月 31

日，广州市民使用云闪付 APP 乘车码搭乘

公交（支付金额大于等于 1 元），单次可获

赠 1 元云闪付红包，每日可获 2 次。

面对乘公交送红包的“着数”，日前记

者在广州市内实地体验了一番云闪付扫

码乘车领红包活动。 笔者首先在手机应用

商店下载了云闪付 APP，根据提示完成了

云闪付 APP 的注册，绑定了本人的银行卡

并根据提示点击开通云闪付 APP 乘车码。

随后，笔者就近来到了国防大厦公交站开

始体验。 上车时，笔者打开了云闪付 APP

并在首页中点击乘车码，根据提示将乘车

码放到公交车的读取设备处，1 秒内就听

到“支付成功”的提示音，方便快捷真的很

赞！ 大约 1 分钟后， 笔者收到了云闪付

APP 发来的支付成功提示以及获赠 1 元

红包的短信。 也就是说， 如果车票价是 1

元，就是相当于“免费”乘车，车票价 2 元

就相当于 5 折乘车。

红包入袋为安，但广大市民可能会有

疑惑，使用云闪付乘车码乘车获赠的红包

存放在哪里呢？ 又如何使用呢？ 据笔者了

解，原来获赠红包将于次日自动存入云闪

付红包账户，用户可以通过云闪付 APP 手

机充值、铁路 12306 购票等线上支付，或者

在支持银联二维码支付的商户 （如

7-Eleven、万宁等商户）线下扫码支付时使

用云闪付红包抵扣。 目前广东银联在其辖

区内的各个地市都已上线了银联移动支

付乘车送红包的优惠活动，由于各地参与

方式可能存在差异，市民可以通过“银联

广东”微信公众号或者云闪付 APP 了解具

体活动详情。

据银联相关人士介绍，云闪付是一款

在中国人民银行指导下，由中国银联携手

各商业银行、支付机构等产业各方共同开

发建设、 共同维护运营的移动支付 APP，

作为银行业统一 APP，支持绑定国内所有

银行发行的银联卡，目前注册用户已突破

1.5 亿。 为进一步深化移动支付便民服务，

近年来中国银联不断创新交通出行领域

支付产品应用，已经在地铁、停车、加油、

新能源电动汽车充电、境内外租车等各个

出行场景实现了银

联移动支付产品应

用的全覆盖。

云闪付扫码乘公交“有着数”

方便快捷“益街坊”

扫描二维码， 下载

云闪付 APP 便捷

乘车

4 月 30 日， 银华 MSCI 中国 A 股

ETF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交易代

码：512380）。 作为目前市场上较大的

MSCI 主题 ETF 基金，银华 MSCI 中国 A

股 ETF 上市交易， 不仅进一步完善了银

华基金被动产品线，更有助于满足投资者

对 MSCI 相关指数的工具型产品的多样

化需求，为投资者在资产配置方案中提供

更多的灵活选择。 业内人士认为，随着中

国资本市场持续扩大对外开放， 中国 A

股在 MSCI 全球基准指数中的纳入因子

逐步提高， 投资于大中盘互联互通优质

股票的银华 MSCI 中国 A 股 ETF 有望率

先受益， 成为外资在国内资本市场上的

“风向标”。

银华 MSCI 中国 A 股 ETF 跟踪标的

为 MSCI 中国 A 股人民币指数，该指数由

MSCI 中国全股票指数成份股中所有纳入

互联互通机制中的 A 股股票构建而成，是

MSCI 指数家族的重要成员。 与 MSCI 中

国 A 股国际通仅有大盘股的特点相比，该

指数 387 个成份股中有 231 只与沪深 300

指数相同，141 只与中证 500 指数相同，大

盘和中盘风格兼顾， 价值和成长属性并

重，风格更均衡；与 MSCI 中国 A 股国际

指数成份股有非互联互通股票相比，该

指数的“国际范儿”更纯，在外资通过陆

股通通道进入 A 股过程中更容易受到资

金关注。

截至 4 月 23 日， 银华 MSCI 中国 A

股 ETF 规模为 20.69 亿元，是目前市场上

较大的 MSCI 主题 ETF 产品。

截止四月初，MSCI 中国 A 股指数在

估值、盈利以及资金面方面都显现出较大

的配置价值。 数据显示，当前指数市盈率

在 12 倍左右，市净率约为 1.5 左右，ROE

约为 13.2%， 无论在估值水平还是盈利空

间上都有提升空间和提升动力。 尤其是随

着中国 A 股在 MSCI 全球基准指数中的

纳入因子从 5%调升至 20%， 海外资金持

续流入、外资参与率提升有望成为 A 股长

期的投资主题，MSCI 中国 A 股指数有望

成为外资率先配置的标的资产。 业内人士

指出，在 A 股三阶段入摩的进程中，今年

5 月将纳入部分创业板股， 看好这波资金

行情的投资者，可以关注银华 MSCI 中国

A 股 ETF 把握机会，提前入场布局。

银华基金表示，银华 MSCI 中国 A 股

ETF 在上交所上市交易后，一方面，可以

更好地满足投资者对于主流 MSIC 相关

中国指数的工具型产品的配置需求，投资

者既可以选择在场内像股票一样交易

ETF 份额，精准把握市场行情，还可以利

用交易价格与净值之间的偏差，通过套利

交易获利等，投资收益来源更加多样化。

另一方面，银华 MSCI 中国 A 股 ETF

是公司被动产品线的有效补充， 也是未

来进一步布局以 ETF 为代表的场内产品

的重要步骤。 银华基金注重指数产品的

研发，场内基金管理经验也十分丰富，经

过多年的业务积累， 已经拥有成熟一流

的团队，是名副其实的场内管理专家，在

雄厚的实力支撑下， 银华基金有望将银

华 MSCI 中国 A 股 ETF 打造成低成本、

高精准、 高流动性的优质入摩红利分享

工具。

MSCI主题 ETF基金上市交易

银华基金打造入摩红利分享利器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梁诗柳 见习记者

李雪怡）

在 A 股多家上市公司因为商誉减

值频频爆雷的背景下，商誉高企的当代明诚

虽然去年业绩靓丽，但上交所仍关注到其中

的隐患。 上交所在关注函中表示，由于历年并

购的 9家公司形成商誉高企，占净资产的九成以

上，因此要求当代明诚详细披露历年商誉减值

的具体测算过程，结合标的资产历年业绩承

诺实现情况说明商誉减值测试合理性。

2018 年年报显示，当代明诚在报告期内

的 营 业收 入 为 26.68 亿元 ， 同 比 增 长

192.61%，归母净利润为 1.78 亿元，同比增长

38.91%。 靓丽的业绩背后却隐藏着高企的商

誉， 截止 2018 年末， 当代明诚的商誉为

38.94 亿元，占净资产比重 91.93%，占净利润

比重 2187.64%。 公开资料显示，当代明诚的

商誉主要来自于 9 家公司的并购。 其中，并

购新英开曼、 双刃剑、Borg.B.V 和强视传媒

产生商誉分别为 23.63 亿元、7.09 亿元、3.85

亿元和 3.40 亿元，是商誉来源的大头。

多次的资产收购也导致当代明诚的现

金流开始变差，同时负债规模不断扩大。 年

报中显示，当代明诚2018年末短期借款13.14

亿元，同比增长122.06%，长期借款为16.21%，

同比增长710.55%。 为此， 上交所在关注函

中，要求当代明诚解释说明并购情况，并且

结合前期收购时的盈利预测，以及收购以来

历年商誉减值测试中的预测情况，说明商誉

减值计提的合理性。 同时，详细披露负债具

体情况，说明资产负债率的大幅提升对公司

生产经营的具体影响及具体的应对措施。

信息时报讯 （记者 梁诗柳 见习

记者 李雪怡）

昨日， 格力电器公布

2018 年年报， 显示其营收首次突破

2000 亿元，同比增长 33.33%。 至此，

董明珠数年前提出的 2000 亿元销售

目标正式实现。 在年报中，格力电器

还重启年度分红方案， 拟向全体股

东每 10 股派现 15 元

（含税）

，合计派

发现金红利 90.23 亿元。 尽管营收同

比有所增长， 但机构对格力电器的

态度却不一致。 昨日，花旗给格力电

器贴上“卖出”的标签。 但同时，许多

国内券商对格力电器仍保持买入评

级。

拟派发 90亿元现金红包

昨日， 格力电器披露的 2018 年

年报显示， 公司在报告期内营业总

收入为 2000.24 亿元， 同比增长

33.33%，实现净利润 262.03 亿元，同

比增长 16.97%。 从业务收入来看，空

调业务依旧是格力电器营收大头。

2018 年， 格力电器的空调业务收入

达 1556.82 亿元， 同比增长 26.15%，

占据格力电器整体营业收入的

78.58%， 不过与 2017 年占总营收的

82.26%相比，稍微有所下滑。年报中，

格力电器还表示，将继续在手机、新

能源、芯片方面发力。

在 2017 年暂停分红之后， 格力

电器在 2018 年重启年度分红方案。

根据公告， 格力电器决定向全体股

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15 元，共计

派发现金红利为 90.23 亿元， 占总

利润的 34.4%。 加上每 10 股派现

6 元的 2018 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

案， 格力电器在 2018 年度的分红

累计为每 10 股派发 21 元现金 ，

分红总额达 126.33 亿元。不过，这

在格力电器的分红历史中不算最

高，格力电器在 2014 年年度利润分

配方案中，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

30 元现金红利。

花旗下调格力电器评级

虽然交出的成绩单靓丽，但机构

对格力的态度却出现分歧。 昨日早

上， 花旗将格力电器的评级由买入

调至卖出，目标价从 58 元下调至 47

元。 花旗认为，因毛利承压，2018 年

的派息率为 48%， 低于 2017 年之前

超过 60%的派息率水平。 另外，格力

电器在 2017 年净利润增长 44.87%，

2018 年净利润增长则为 16.97%，增

速显然下降很多。

相对花旗，中信证券、安信证券、

广发证券等国内券商仍维持对格力

电器的买入评级。 昨日，华创证券发

出研报表示，格力电器单四季度利润

总额同比下降 26.84%，主要受到海

外市场占比提升拉低毛利率 、研

发投入加大以及员工薪酬上涨等

因素拖累。 目前，格力电器大股东

拟公开协议转让格力电器 15%股

权。 若转让能够完成，国企混改利

好格力电器治理改善， 未来治理

方式趋于灵活化， 为公司业绩向

好提供支撑。 因此，维持“强烈推荐”

评级。另外，安信证券表示，格力分红

虽略低于市场预期，但股权转让事宜

完成后，分红比例很有可能恢复至较

高水平。 广发证券也认为，格力未来

仍将最大程度获益行业发展红利。

昨日开盘，格力电器的股价小幅

低开后下行，随后开始拉升，截止昨

日收盘，逆势上涨逾 2%。

机构看格力态度迥异

格力电器营收首次突破2000亿，国内券商继续看好而花旗建议卖出

当代明诚高额商誉埋隐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