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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聚焦

市场份额重返巅峰
作为金山集团的董事长，雷

军前晚发表了致全员的一封信。
他在信中表示：“从1988年金山
创办到今天，WPS走了整整 31
年。从1999年以金山办公为主体
准备上市算起，这一天，我们等
了20年。 WPS和金山的历程，是
一个坚持梦想并最终取得胜利
的励志故事。期待大家的祝福！”

金山办公的主要产品就出现
在我们的日常：WPS办公软件。与
全球办公软件巨头微软一路搏
杀，金山办公的31年并不容易。

根据招股书披露，截至去年
年底，金山办公的WPS办公软件
用户占国内办公市场用户总规
模的42.75%，已接近半壁江山。
截至今年3月， 金山办公主要产
品月度活跃用户数（MAU）超过
3.28亿。

金山办公的科创板上市申
请在5月8日获得上交所受理，公
司保荐机构为中金公司。 此次登
陆科创板， 金山办公募资净额
44.59亿元，主要投向WPS� Of-
fice办公软件研发升级、 办公领
域人工智能基础研发中心建设、

办公产品互联网云服务、办公软
件国际化四个方向。

截至目前，在个人用户市场，
金山办公为全世界超过220个国
家和地区的3.3亿用户提供办公服
务，每天有超过5亿个文件在WPS
平台上被创建、编辑和分享，每月
有超过1亿件办公素材在稻壳儿
内容平台被下载和使用。 此外，
WPS� office 在 海 外 市 场 拥 有
8000万月活跃用户 ， 在全 球
Google� Play、macOS办公软件
应用市场中排名前列，口碑领先。

面向未来办公方式
在All� in移动端之后，雷军

认为， 云和AI是金山办公的未
来。 通过云技术，WPS可以无处
不在，实现多人多设备随时随地
创作。 金山办公WPS正在构建

“以云为基础，多屏、内容为辅，
AI赋能”的Office新四大件未来
办公方式，AI技术的研发与应用
已经成为其发展的核心战略。

据招股书介绍，金山办公控
股股东为WPS香港， 持有公司
67.50%的股份， 金山软件则通
过WPS开曼持有WPS香港100%
的股权。 雷军为公司实际控制

人， 其通过持有金山软件、WPS
开曼、顺为互联网、奇文二维、奇
文四维、奇文五维、奇文七维间
接 持 有 公 司 的 股 权 比 例 为
11.99%，目前担任董事。

招股书显示，2016年-2018
年金山办公分别实现营业收入
5.43亿元、7.53亿元、11.30亿元，
分别实现净利润1.30亿元、2.14
亿元、3.11亿元， 公司主营业务
综 合 毛 利 率 分 别 为 88.57% 、
88.23%、86.72%。 最近三年公司
研发费用占营业收入比例分别
为39.43% 、35.31% 、37.85% ，高
于同行业上市公司平均值。

雷军提及，金山集团将跨入全
新的纪元，“有WPS榜样在前，相
信金山云、西山居等业务也将锐意
进取，赢得更加辉煌的未来”。

未来，金山云或许也要来科
创板。根据金山软件11月14日披
露的公告，正考虑分拆金山云于
一家获认可证券交易所独立上
市事项。 金山云为金山软件的非
全资附属公司，主要提供云存储
及云计算服务。 根据金山软件前
晚发布的2019年三季报，第三季
度， 云服务业务收入9.76亿元，
同比增长62%，占公司第三季度
总收入的48%。 （钟正）

金山办公市值远超母公司市值
雷军把第三家公司送上股市，也是其旗下首家 A 股公司

原来自吹“加水就跑”
如今破产跑到绝路

11月18日，国内办
公软件和服务提供 商
金山办公 （688111）在
上交所科创板挂牌 交
易 。 金 山 办 公 高 开
205%报 140元 ， 收 报
126.35元 ， 市值达到
582亿元， 远超其母公
司金山软件在港股的市
值 ， 金山软件 （3888.
HK）11月 18日 市 值 约
244亿港元。 继金山软
件、小米集团之后，雷军
成功把第三家公司送上
资本市场， 也是其旗下
首家A股上市公司。

还记得之前那个自称“加水
就能跑” 的青年汽车吗？ 又上热
搜啦， 不过这次是因为破产。 近
日， 人民法院公告网破产文书显
示， 因杭州青年汽车有限公司的
破产财产已经分配完结 ， 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第
一百二十条之规定， 该院于10月
21日裁定终结杭州青年汽车有限
公司破产程序。

天眼查数据显示， 青年汽车
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于2001年1月，
注册资本1亿元， 法定代表人为庞
青年， 亦为公司的最大股东、 最

终受益人之一， 持股比例36.15%。
目前， 青年汽车通过持有浙江青
年乘用车集团有限公司6.45%的股
份， 参股了包括浙江青年莲花汽
车有限公司、 泰安青年汽车有限
公司， 鄂尔多斯莲花汽车有限公
司等十余家生产企业。

而庞青年本人， 则关联公司
多达73家。 天眼查数据显示， 庞
青年担任法定代表人、 高管的多
家企业是最高人民法院所公示的
失信公司， 即“老赖”， 包括上文
提到的青年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浙江青年乘用车集团有限公司等。

此外， 他的公司存在多条严重违
法、 经营异常等高风险信息。 而
庞青年本人， 也被列为老赖20余
次， 包括庞青年在内的青年汽车
多名高管的股权， 已被法院冻结。

早在5月23日， 《南阳日报》
头版刊发了 《水氢发动机在南阳
下线， 市委书记点赞！》 称， 水
氢发动机在南阳市正式下线， 这
意味着车载水可以实时制取氢
气， 车辆只需加水即可行驶。 据
了解， 上述报道中所称的“水氢
发动机” 的研发制造企业就是青
年汽车集团。

当时， 不少业内人士认为，
水氢技术或许就是一场骗取补贴
的骗局。 全国燃料电池及液流电
池标委会副秘书长卢琛钰则也在
朋友圈表示， 所谓“水氢发动机”
是青年汽车炒作出来的， “它的
原理是镁粉和水反应制造氢， 抄
袭了广东合即得能源科技有限公
司向华博士提出的‘水氢’ 概念。
鉴于青年汽车的骗补黑历史， 此
次所谓南阳下线， 估计属于资本
动作的无良炒作”。

2017年2月， 工信部针对新能
源汽车骗补企业开出罚单， 对金

华青年汽车等7家骗补车企的行
政处罚决定中， 包括撤销这7家
汽车制造商生产骗补产品的公
告， 取消其相关骗补产品的生产
资质； 暂停这7家公司申报新能
源汽车推广应用推荐车型的资质，
并责成上述企业进行为期两个月
的整改。

其中， 金华青年汽车被处罚
的原因， 是其2014年销售给上海
巴士公交(集团)有限公司245辆新
能源汽车， 实际安装电池容量小
于公告容量， 与 《道路机动车辆
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 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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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信息显示，2015 年到
2018 年，太平洋的业绩不断下
滑，公司营业收入分别为 27.43
亿元、18.04 亿元、12.97 亿元、
3.93 亿 元 ； 净 利 润 分 别 为
11.35 亿元、6.66 亿元、1.26 亿
元、-13.25 亿元。

一个经营业绩不佳甚至有
些负面“缠身”的券商公司为何
吸引了华创证券？ 华创阳安的
公告称， 本次交易有助于华创
证券优化资源配置， 提高华创
证券的竞争力和盈利能力，有
利于上市公司和投资者利益的
最大化， 且该意向性协议的履
行不会对华创证券 2019 年度
业绩构成重大影响。

事实上， 年内券商收购并

非一家， 此前中信证券成功收
购广州证券， 而有分析亦认为
当前国内券商并购迎来了好时
机。 中信建投研报认为， 短期
来看， 证券业整合是个体逐利
的行为，从 2016 年以来，不温
不火的市场行情导致券商表现
分化， 大中型券商积累了足够
的资本金， 小型券商则业绩表
现相对不佳， 先后诞生了方正
证券收购民族证券、 申银万国
收购宏源证券、 国泰君安收购
上海证券、 中金公司收购中投
证券等案例，从长期视角来看，
证券业整合是行业发展的大势
所趋。

天眼查的资料显示， 华创
证券全资股东为华创阳安，而

后者的第一大股东新希望化
工 投 资 有 限 公 司 （持 股
10.76%）， 第三大股东南方希
望 实 业 有 限 公 司 （持 股
6.41% ），这两家公司皆为新希
望集团旗下公司， 最终受益都
指向刘永好家族。

公开资料也显示， 华创证
券隶属于希望系， 而目前希望
系的金融版图已经包括控股新
网银行、华创证券、华创期货，
参股民生银行、 乐山市商业银
行、民生人寿等公司。

截至11月18日收盘， 华创
阳安收报11.85元， 当日上涨
2.69%，总市值206亿元 ；太平
洋 收 报 3.26 元 ， 上 涨
7.24%，总市值222亿元。

希望系金融版图或再添一员
刘永好家族透过华创证券，高溢价收了太平洋证券

羊城晚报记者 戴曼曼

一度被认为是“最便宜券商股”的太平
洋证券大股东易主！ 一边是嘉裕投资对业绩
表现欠佳的太平洋失去了继续持有的耐心，
另一边则是“希望系”金融版图中的华创证
券似乎也想通过并购壮大发展。 双方一拍即
合，已经于近日正式对外发布公告，宣布太
平洋（601099）的第一大股东嘉裕投资拟将
其持有的不低于 4 亿股股份(约占总股本的
5.87%)转让给华创证券。若本次转让成功，
华创证券有望成为太平洋的第一大股东。

11 月 15 日晚间 ， 华创阳
安发布公告称， 公司董事会审
议通过了关于华创证券收购太
平洋证券 5.87%股份并接受其
5.05%的股份表决权委托的议
案。 本次交易后， 华创证券将
持有太平洋 10.92%的表决权，
成为其第一大股东。

根据协议， 拟以 5.50/ 股的
价格， 以现金协议受让嘉裕投
资持有的太平洋 4 亿股股份 ，
占总股本的 5.87%， 交易作价
22 亿元， 相比太平洋 11 月 15
日收盘价， 溢价率超过 80%。

高溢价的背后， 则是华创
阳安利用 22 亿元撬动了市值超
过 200 亿元的太平洋。 而从双
方从有意向到进展来看， 都可
谓进展神速。

收购的背后， 则是太平洋
近年来的暗淡业绩以及嘉裕投
资的高质押比例。 太平洋三季
报显示， 截至今年三季度末 ，
嘉裕投资持有太平洋 7.44 亿
股， 占比 10.92% ， 其中质押

5.81 亿股。
嘉裕投资萌生退意并非偶

然 。 去年太平洋亏损 13.22 亿
元，是去年唯一一家净利润为负
的上市券商，更一度被誉为“最
便宜券商股”。彼时，有报道引用
公开数据指出，去年太平洋多项
业务和核心指标在 35 家上市券
商中均排名垫底， 如营业收入
3.92 亿元，倒数第一；手续费及
佣金收入 5.23 亿元，倒数第三；
代理买卖证券业务净收入 1.84
亿元，倒数第三。

此外， 股票质押式回购交
易业务频频踩雷、 诉讼纠纷 、
资产减值等问题也成为媒体关
注太平洋的焦点。 今年 6 月 19
日， 太平洋公告称， 嘉裕投资
拟终止实施增持计划。

增持计划未能兑现， 今年 9
月 11 日， 公司发布公告称， 嘉
裕投资因自身经营需要， 以大
宗交易方式减持 1.36 亿股， 套
现金额为 4.77 亿元， 嘉裕投资
想要脱手的意图已然明显。

未来一两周时间
大盘或向上突破

连续亏损大股东意欲放手

羊城晚报讯 记者林曦、实习
生陈宛琦报道：“目前，我们已经
走到了第四次工业革命的起点和
风口上了。 ”11 月 18 日，在“2019
中国智造业年会”上，华为云 AI
领域总裁贾永利表示， 第四次工
业革命以人工智能为代表， 加上
互联网、5G 等新技术， 一定能给
各行各业带来巨大的变化。

眼下，工业互联网正在助力
制造产业的智能化升级，而华为
也是工业互联网领域的先行者。
有行业人士指出，面对新一轮变
革，无论华为还是其他制造业标
杆，都在通过工业互联网，来为
企业降低成本，提高效率，让企
业的流程变得更加高效，从而进
一步转型升级。

贾永利说：“目前国内很多企
业的自动化能力非常强， 控制自
动化就非常好， 但是我们在协同
整体的优化智能上还是有差距
的，华为专门有一个团队叫做 AI
智能部来决定工厂的智能化。 ”

华为的思路则是在 AI、云
等基础技术之上，建立一个围绕
场景从数据到 AI 到价值产生的
闭环的链条对外赋能。 今年以
来， 华为加速了工业互联网落
地。 例如，在华为手机终端系统
中就有应用，由于电池的体积很

小，正极负极之间有瑕疵，时间
久了会有问题，以往靠很多的检
测工人用眼去看，时间长了视觉
疲劳，有些细节会有遗漏，造成
质量有问题。“我们经过大量的
训练之后，用图像识别的技术去
解决，从原来人工检测的 89.5%
提升到了 99.55%， 而且显著地
减缓了工人的工作强度。 ”贾永
利介绍道。

除了华为内部使用之外，也
已经附能其他行业，比如华为和
联通、商飞的合作。 贾永利表示，
商飞现在大量的应用 5G， 因为
5G 的低时延在制造的时候对各
种质检的环节可做实时的分析，
此外，飞行一段时间之后去做检
测，以往都靠人看，看这些铆钉、
划痕有没有被撞击，现在通过无
人机飞上去进行实时检测，大幅
度地缩短了检测的时间。

在煤炭汽油行业，引入华为
AI 的知识图谱和智能的计算，
通过知识图谱把专家的经验写
到图谱里面去，再用历史上专家
分析测量的各种报告和测井的
数据把图谱建全，之后一口新井
有新的数据出现就可以用 AI 帮
助分析 ， 目前的准确率 超 过
85%，可以大幅缩短整个测井过
程的时间。

羊城晚报讯 记者马汉青、通讯
员关悦报道：11 月 18 日，全国卫生
检疫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成立大会暨
第一届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广州举
行。 该委员会秘书处设在广东国际
旅行卫生保健中心。

据介绍，全国卫生检疫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是经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
部门批准成立， 负责全国卫生检疫领
域内标准化工作， 承担全国卫生检疫
标准化技术归口和对口联系的技术组
织。 全国卫生检疫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接受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领导和海
关总署业务指导， 主要由行政机关、
科研院所、 高等院校、 检测机构、企
业、 行业协会等有关方面的 68 名专
家组成， 秘书处设在广东国际旅行卫
生保健中心。 它的成立标志着卫生检
疫标准化工作在国家标准序列开辟了
新的阵地， 将推动卫生检疫标准化工
作向更加公平、 更加开放、 更加科学
的方向发展。

该委员会主任委员、 海关总署
张际文副署长表示， 海关将加强顶
层设计，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
运行有效， 具有中国特色的卫生检
疫国家标准化体系， 围绕重大传染
病疫情防控、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处
置、 口岸公共卫生核心能力建设等
重点领域制修订一批急需的国家标
准，加速推动我国卫生检疫标准“走
出去”和互联互通，不断提升海关卫
生检疫在全球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华为加速工业互联网落地
除了内部使用之外，已经附能其他行业

全国卫生检疫标准化
技术委员会成立

羊城晚报讯 记者戴曼曼报
道：国办督查通报银行变相抬升
小微企业融资成本问题！ 11 月
18 日，中国政府网公布了《关于
中国建设银行北京市分行和平
安银行北京分行办理小微企业
贷款借贷搭售转嫁成本问题的
督查情况通报》称，两家银行部
分分支机构未积极贯彻落实国
家关于深化小微企业金融服
务、 降低小微企业综合融资成
本的部署要求， 执行监管规定
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抵押类小
微企业贷款存在借贷搭售 、转
嫁成本等问题， 变相抬升了小
微企业综合融资成本， 增加了
小微企业负担。

从通报批评中，羊城晚报记
者留意到，对于建行北分的通报
问题集中在建行北分个别客户
经理违规向小微企业借款客户
搭售人身险产品、违规将押品评
估费转嫁给小微企业借款客户
承担以及建行北分未区分押品
风险状况，要求所有小微企业借
款客户为抵押物购买财产保险
并承担相应保费这三个方面。

值得留意的是， 从通报来
看，银行借款客户搭售人身险产
品并非个案，平安北分同样存在
类似问题。 通报中称，平安北分

违规在个人经营贷款过程中搭
售高额人身险产品。 核查组对部
分借款人进行了电话回访及见
面访谈， 其中 13 名借款人反映
该行在办理贷款过程中，存在强
行将购买保险与贷款进行挂钩、
违背借款人真实意愿、损害其消
费者权益的问题，主要表现为办
理贷款时必须上保险，贷款额度
与保费金额挂钩（客户经理要求
保费一般为贷款额度的 1%），不
买保险则贷款利率上调等。

中国银保监会对督查发现
的问题高度重视，已经约谈建设
银行总行、平安银行总行，责令
其立查立改，举一反三，全面排
查整治全行存在的问题。 北京银
保监局按照相关规定，对建行北
分、平安北分有关违规行为依法
实施行政处罚并采取相关监管
措施，责成两家银行严格落实整
改要求，严肃追究有关人员的责
任。 建行北分已经暂停向小微
企业借款人销售“贷无忧 ”保
险， 明确由银行承担小微企业
贷款抵押物评估费， 对不容易
受到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影响
造成损失的押品不再要求办理
抵押物财产保险。 平安北分已
经停止向个人经营贷款借款人
销售保险产品。

建行平安被国办督查室通报批评
中国银保监会已经约谈两银行总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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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系金融版图再添一员

也许，现在是最容易动摇的时
候，如果看跌，不妨等待真正跌破
2733 点后再做判断不迟。 我们应
谨防行情表面的欺骗性，从经验上
说，每次行情来临前都是类似当前
这种长时间窄幅来回下探的、半死
不活的状态。但是，市场的基本面，
以及外围市场缕创历史新高的情
形预示，A 股的大势即将雄起。

大盘指数看似低迷，但盘中不
乏活跃板块与个股。之前几个交易
日， 尽管沪指未见向上突破迹象，
但也几乎只以个位点数下探。这种
行情胶着状态，预示市场需要寻求
方向性爆发的时机。

目前大盘在 10 月 9 日低位徘
徊， 这一个多月波动空间越来越
窄，只有约 145 点，可见下跌的动
能很弱。 技术形态显示，此时大盘
意外反身向上的可能性最大，不过
在重新回到季度级重心线 2923 点
前，还是等待观望为宜。

回到之前提及的话题：今年应
是一个投资的好年份。 这不仅指股
市，商品市场也不例外，都应是较好
的低吸时期。 商品市场已多年在低
位徘徊， 不少商品年度波动空间已
到了不足 20%的程度。所以，今年 A
股大势整体跑赢了商品市场。 受今
年年初股市大涨影响， 部分商品价
格在下半年也开始回暖， 特别是对

于同时具有农业与工业属性的豆油
和白糖，显著走出了多年低谷。

如果商品市场开始活跃，将对
股市产生更为正面的影响。毕竟商
品市场开始活跃， 预示社会生产、
消费将进入一个新的扩张期，反映
实体企业同步扩张。商品市场的活
跃程度也能反映股市走向的强弱。

本栏认为，当下股市正处在大
变局之时，这种变化应是多年难遇
的。 仅从技术面说，大盘周线从年
初到目前为止，走出了一波彻底扭
转熊市格局的形态。最近 3 周，大盘
出现了两根标准周线十字星线，一
周在 2958 点，另一周在 2964 点。周
线形态显示， 在 60 周均线承托下，
已具备向 120 周与 240 周均线上攻
之势， 是周线级别将全面进入多头
排列的形态。 相信大盘短线只是处
在黎明的前夜。 行情能否如此，或
将在未来一到两周内见分晓。

也许，现在是最容易动摇的时
候，如果看跌，不妨等待真正跌破
2733 点后再作判断不迟。 我们应
谨防行情表面的欺骗性，从经验上
说，每次行情来临前都是类似当前
这种长时间窄幅来回下探的、半死
不活的状态。但是，市场的基本面，
以及外围市场屡创历史新高的情
形预示，A 股的大势即将雄起。

（赵穗川）

人民法院公告网破产
文书显示， 该院日前裁定
终结青年汽车破产程序

羊城晚报记者 张爱丽

近期， 央行超预期调降 1 年
期 MLF 利率、沪深 300 股指期权
和沪深 300ETF 期权获批、MSCI
第三次扩容进入倒计时，外部投资
环境总体上“喜”多于“忧”。正在发
行中的农银区间精选混合基金拟
任基金经理魏刚表示， 目前中证

500 指数平均市盈率为 25 倍，处
于历史上后四分之一水平，是一个
合适的布局时机。 据介绍，该基金
沿用了公司此前的创新产品策略，
用产品设计克服人性的弱点，将仓
位决策规则写入基金契约，纪律性
管理基金。

农银区间精选魏刚：“铁律管理”助力低买高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