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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本周二，国际金价已经连
续第五个交易日下跌，创下了去年
11月份以来最长的连续下跌纪
录。受此影响，昨日，多家黄金珠宝
店再次调低了销售价格，周生生黄
金饰品价格为321元/克，六福珠
宝的黄金饰品 319元 /克。去年
“中国大妈”疯狂“抢金”的景象已
荡然无存。

“不敢再冒冒失失出手了，去
年买了金条本来以为能够保值，等
着价格好的话，再卖回去能够小赚
一点，谁知道黄金价格一路下跌，
没办法，买了的黄金只能先存在手
里了。”去年5月份购买了黄金的
崔阿姨说。

根据中国黄金协会的数据显

示，2013年4月份爆发的黄金“扫
货”潮，促使当年二季度我国消费
了385.82吨黄金，去年上半年金
条消费更是大幅增长了86.5%。数
据显示，昨日国际金价为 1244.3
美元/盎司，比去年5月份低点时
的1321美元/盎司，下跌了76美
元左右。更有媒体以北京千足金金
价为例，一年时间千足金每克下跌
69元，当初购入黄金的“中国大
妈”，如今则累计亏损超200亿元
人民币。

2013年我国黄金产量连续七
年位居世界第一，黄金消费量首次
突破1000吨。然而，受金价下跌影
响，国内很多黄金企业利润出现较
大下滑。据山东黄金、中金黄金、紫

金矿业近期披露的2013年年报显
示，三家公司去年净利润分别下降
了48.09%、72.32%、59.22%。西部
黄金也遭遇了相同命运，2013年
净利润 1.08亿元，同比下降
65.29%，毛利率也由前两年超56%
的水平降到了36.97%。

中金黄金和山东黄金等两大
龙头企业均对今年金价走势表现
出悲观预期。中金黄金在年报中表
示金价大跌对经营造成巨大压力，
预计金价整体弱势将延续；山东黄
金则认为2014年金价难有大幅上
升动力，仍将处于震荡之中。

据数据统计显示，今年一季
度，25家黄金珠宝类上市公司中有
两家净利润出现亏损，净利润同比

下滑的有15家，占比达六成。其
中，赤峰黄金、齐星铁塔、金一文
化、豫光金铅四家公司净利润降幅
超100%，辰州矿业、山东黄金、金
谷园、中国黄金等多家公司净利润
降幅超50%。

对于 2014年黄金价格的走
势，有业内人士认为，一方面从供
求上看，二季度是黄金消费淡季，
投资者投资情绪不高，中国黄金进
口量和消费量的下降，影响到了黄
金的走势。此外，国际方面，乌克兰
局势有所缓和，黄金的避险功能也
大幅降温；而国际投行进入黄金市
场的资金流下降也在一定程度上
影响了金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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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业板再度领涨 三剑客均涨逾 %&

两市股指昨日低开高走，创业
板再度领涨，主板在题材股带动下
午后持续走高，但成交量并未超过
前日。从盘上看，中小盘题材股再
度领涨两市，受阿里入股恒大消息
影响，体育概念股集体爆发，文化
传媒、手游、通信、油改股也集体大
涨。截止收盘，沪指报2040.88点，
上涨16.04点，涨幅0.79%；深成指
报7303.64点，上涨80.51点，涨幅
1.11%；创业板报1355.48点，上涨
33.76点，涨幅2.55%。创业板三剑
客中青宝、掌趣科技、乐视网均涨
逾7%，华谊兄弟也涨逾5%。

天天理财
财富通———口袋里的理财专家

华泰证券推出“涨乐财富通”移
动终端已逾一月，客户使用后普遍
反映良好。这个投资者“口袋里的理
财专家”不只面向华泰现有客户，所
有对投资理财感兴趣的用户都可以
进行免费体验。“涨乐财富通”充分
展示了华泰证券的综合金融服务能
力，客户通过手机、PAD等移动终
端可随时随地享受华泰证券全方位
的专业服务。相比传统的炒股终端，
“涨乐财富通”上承专业机构，下接
大众市场，集网上证券开户、财经资
讯服务、理财产品销售、网上交易、
投资者社区等功能于一体。
“涨乐财富通”充分考虑到了

客户的实际需求，在咨讯、交易之
外，利用互联网云技术加强了客户
在移动端的体验。例如，“自选股管
理”菜单可实现“自选股排序”功
能、“与电脑同步”功能，其中“与电
脑同步”可通过上传、下载、合并三
种方式进行同步，不再为因终端更
换，自己的爱股不见而烦恼；在“查
找营业厅网点”功能中，系统可以
定位用户附近营业部，用户也可按
条件筛选营业网点，实现全国服务
无忧。快乐理财，从现在开始，用户
发送“66”至 95597即可下载最新
版的“涨乐财富通”。

详询华泰证券投资理财热线!

0519-88029360 88102711"

昨日行情最大的亮点在于，创
业板并没有被主板拖下水，而是率
领主板绝地反攻。从成交量上看，
创业板成交接近沪市主板的一半，
说明资金流入在加速，创业板重新
夺回市场的中心点。而中青宝、掌
趣科技、乐视网、华谊兄弟等老龙
头的崛起，说明经过回调和时间洗
礼之后，资金再度回流这些优质行
业龙头，是对其价值的认可。至于
主板，2000点就是政策底，每一次
逼近2000点就是加仓的机会，在
跌无可跌的情况下，只有往上走。
还是那句话：“蓝筹负责稳定市场，
新兴产业中小盘股负责赚钱！”

文化传媒行业并购重组热度不减

新文化拟 (!亿并购郁金香传播
前奥运冠军庄泳成亿万富姐

6月3日!新文化宣布耗资12亿元收购郁金香传播100%股权"新文化方面表示!郁金香传播运营的屏幕媒体数量和屏幕面积!均是业内第一"

事实上!郁金香传播曾赴纳斯达克上市不成!也谋求过A股独立IPO但无疾而终" 另外!郁金香传播的创始人之一!昔日的巴塞罗那女子100
米自由泳奥运冠军庄泳!将通过此次交易一举成为叱咤A股的亿万富姐"

据了解!从去年开始!传媒行业公司以及LED显示屏制造商均展开了针对户外LED广告企业的#圈地大战$!户外传媒领域的显示屏需求正以

每年25%的速度在增长%

周二晚间，新文化宣布拟耗资
15亿元，以发行股份及现金支付方
式购买郁金香传播和达可斯广告各
100%股权，其中对郁金香传播的
出价高达12亿元，构成了此次交
易的主体部分。
资料显示，郁金香传播号称是

国内运营户外LED大屏幕媒体规
模最大的广告公司之一，公司运营
的位于北京京信大厦以及上海东方
商厦的LED大屏幕媒体，被业内冠
以“屏王”称号。截至目前，郁金香

传播运营的屏幕媒体覆盖了全国近
90个城市，包括四大直辖市及90%
的省会城市，运营的屏幕媒体数量
为232块，屏幕面积达3.24万平方
米。

新文化证券部工作人员表示，
郁金香传播运营的屏幕媒体数量和
屏幕面积，均是业内第一。

财报显示，2012年、2013年，
公司分别实现营业收入4.47亿元、
4.59亿元，实现净利润5528.21万
元、4355.54万元。同时，此次收购

的动态市盈率为17.35倍，静态市
盈率为27.55倍，较去年粤传媒收
购的香榭丽传媒分别高出了
75.61%、126.19%。
值得注意的是，按照易观国际

发布的《中国LED户外电子屏广告
市场研究报告2012》显示，2012年
我国户外LED大屏广告市场规模
为15.5亿元，同比增长27.6%。以
此计算，截至2012年，郁金香传播
在户外LED大屏广告的市场份额
约为28.84%。

据悉，郁金香传播在LED大
屏媒体行业拥有较高知名度，一是
因为其创始人拥有奥运冠军的背
景，二是因为其坎坷的上市经历。

新文化公告显示，郁金香传播
现任副董事长兼副总裁庄泳，原为
国家游泳运动员。在1992年巴塞
罗那奥运会上，时年20岁的庄泳
拿下了女子100米自由泳金牌，实
现了中国游泳运动员奥运会上金
牌“零”的突破。

结束了运动员生涯之后，庄泳
曾历任凤凰卫视、ESPN主持人，并
于1998年与好友王敏创办了上海

郁金香传媒&郁金香传播前身'。
此次新文化拟以12亿元的交

易对价收购郁金香传播，其中以
5.09亿元现金购买FameHill等股
东所持郁金香传播 42.38%的股
份。由于庄泳持有FameHill79.81%
的股份，FameHill持有郁金香传
播10.64%的股份，这意味着庄泳
将通过此次交易获得1.02亿元的
现金。
值得一提的是，郁金香传播此

前的上市之路非常坎坷。在2007
年3月，郁金香传播成功进行第三
次融资，投资方是瑞士信贷，投资额

3000万美元，其赴纳斯达克的上市
之路正式开启。然而，郁金香传播的
境外IPO旅程却随着户外媒体
热潮的淡去而遇挫，外资
VC/PE纷纷撤出。在经过几
年的沉默之后，郁金香传播
于去年赫然出现在中国证
监会 IPO企业名单
中。不过，或碍于国内
企业上市排队遥
遥无期，郁金香
传播最终选择了
被收购的方式进
入资本市场。

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多家上市
公司便掀起了对户外LED广告行
业的“圈地运动”。

去年10月底，粤传媒拟以现
金和发行股份相结合的方式，以
4.5亿元的交易对价收购香榭丽传
媒100%股份，进军户外LED显示
屏媒体领域。香榭丽传媒2011年、
2012年、2013年上半年分别实现
营业收入 1.74亿元、2.40亿元和
1.16亿元，同期分别实现净利润
3647.28万 元 、3695.35万 元 和

1114.51万元。
同年11月，博瑞传播拟以自

有资金 1.12亿元收购杭州瑞奥
60%股权、盛世之光51%股权，加
快公司在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的
户外广告业务拓展。
此外，国内LED显示屏制造企

业也试图向下游衍生，涉足户外广
告传媒业务。

去年11月，利亚德耗资4083
万元收购互联亿达 100%股权，加
速LED显示屏主营业务向广播电

视领域渗透。12月，联建光电以现
金及发行股份相结合的方式，以8.6
亿元的交易对价收购分时传媒
100%股权。

资金加速流向户外LED广告
行业，更深层次原因是其良好的发
展势头。根据高工LED产业研究所
&GLII'统计数据显示，预计到2015
年中国户外LED显示屏广告市场
规模将超过27亿元，同时应用于
户外传媒领域的显示屏需求正以每
年25%的速度增长。 本报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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