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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力巨额回购难挡股价回落
董明珠押注造车发布新手机讲新故事，市场会买账吗？羊城晚报记者 黄婷 羊城晚报讯 记者丁玲

报道：基本面无大变动但股
价自 7 月底以来大涨逾两倍
的天音控股（000829），9 月
13日股价为何跌停？这要从
近期天音控股公布的一则公
告说起。

在股价持续大涨之下，
天 音 控 股 曾 先 后 于 8 月 4
日、8 月 17 日发布股价异动
公告，称公司、控股股东和
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公
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
大事项，也不存在处于筹划
阶段的重大事项。但 9 月
10 日晚间，天音控股却发布
公告称，拟筹划参与联合收
购某手机品牌业务，收购范
围拟涉及品牌商标、研发及
供应链等。

值得留意的是，天音控
股在公告里没有披露任何交
易标的及交易各方当事人情
况，也并未公告本周起临时
停牌以等待公告进一步进
展，只是强调该事项目前处
于初期商议筹划阶段，公司
与交易对方未签署任何意向
书或相关交易协议，且尚未
确定交易主体、涉及的具体
资产范围及交易对价，尚未
开展尽职调查、审计、评估等
相关工作。

天音控股的各种含糊表
述引来深交所关注。9月 12
日晚间，深交所向天音控股
下发关注函，是否存在信息

泄漏或内幕交易情形是此次
深交所关注的重点内容之
一。此外，关注函还要求结
合媒体报道和市场传闻，说
明公司未能披露所有交易要
素的原因，公司信息披露是
否真实、准确、完整，是否配
合股东减持，是否存在炒作
股价的动机。

“突发公告”除引发内幕
交易的质疑外，此次手机分
销龙头天音控股抛出拟筹划
参与联合收购某手机品牌业
务的消息，也引发市场对于
收购标的的猜想。

目前，外界对此众说纷
纭，有的说天音控股此次拟
进一步加码荣耀，有的则传
天音控股要收购华为MATE
和P系列手机业务，还有传闻
称其拟收购某海外销售渠道
能力较强的手机品牌。

天音控股在公告中明
确，本次筹划事项不涉及发
行股份购买资产，不构成上
市公司层面的股权变动，不
涉及公司控股权的变更，对
公司2021年度业绩不存在重
大影响，不构成关联交易，不
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截至 6 月 30 日，天音控
股总资产为 133.33 亿元，净
资产为25.03 亿元，上半年营
业收入 375.6 亿元，扣非净利
润为 7698.05 万元，手机分销
业务仍占其营业收入94.33%
的比例。

在科技强国的政策导向
和双循环战略下，今年以来科
技板块表现较强，Wind 数据
显示，截至 9 月 9 日，申万一
级行业指数中电气设备年初
至今涨幅已达 40.52%。并且

在国家政策和资金支持下，将
更有利于企业科技创新升级
和科技行业高质量发展，科技
板块具备长期投资价值。

在此背景下，国联安创业
板科技ETF于 9月 13日正式

发行，该基金将紧密跟踪创业
板科技指数，也是首只跟踪该
指数的基金，基金成立后将为
投资者布局创业板科技板块
提供便捷工具。

（杨广）

与热火朝天的多元化布
局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格力电
器“不太争气”的市场表现和
试图力挽狂澜的频繁回购。

相较于去年年底的 66.79
元/股的高位，格力电器如今
的市值已蒸发超过 1500 亿
元，股价已跌破高瓴当初的受
让价格。同花顺 iFind数据显
示，截至 9月 10日，近一年来
格 力 电 器 股 价 变 动 为 -
17.82%，在申万白色家电二级
行业个股的市场表现中仅列
第46位。

值得注意的是，自 2020
年年初“混改”完成以来，格力
电器已进行了三期回购。其
中，第一期与第二期计划规模
均为30亿-60亿元，实际均完
成 60 亿元，其中第一期回购
了 1.08 亿股，第二期回购了
1.013亿股。

9月 12日，格力电器发布
公告称，截至今年9月9日，公
司第三期回购股份方案已实
施完毕，本次回购累计通过回
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
方式买入公司股份3.16亿股，
截至公告日占公司总股本的
5.25%，回购累计成交金额为
150 亿元。至此，三次回购均
以回购上限顶格完成回购计
划。

另一家白电龙头企业美

的 集 团（000333）也 频 繁 回
购。今年2月，美的集团启动
上限高达140亿元的股票回购
计划，并在5月10日推出第二
轮不超过 50 亿元的回购计
划。8 月 13 日，美的集团宣
布，回购方案实施完成，截至8
月13日，累计回购股份数量为
7197.62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 1.02%，支付的总金额达回
购方案的金额上限50亿元。

无论在营业收入还是多
元化转型等方面，美的、格力
之间的角逐都备受关注。8月
23 日，格力电器披露了半年
报，公司上半年分别实现营业
收入 910.5 亿元、净利润 94.6
亿 元 ，同 比 增 速 分 别 为
31.01%和 48.64%。而今年上
半年美的集团实现营收 1748
亿元，净利润达150.1亿元，同
比 增 速 分 别 为 25.14% 和
7.76%。

相比之下，美的集团的增
长势头更为稳定，2020 年也
没有出现格力电器那么大的
业绩滑坡；格力电器虽然同比
增幅较好，但仍未恢复到疫情
前的营收水平。从营收构成
来看，格力电器仍然比较依赖
空调产品，营收占总体比重为
73.79% ；而 美 的 集 团 有
43.96%的营收来自暖通空调，
37.38%的营收来自消费电器。

广发基金积极发挥公益力量

国联安创业板科技ETF正式发行景顺长城：与优秀公司一起成长

天音控股收购引发存疑
在股价大涨之后，深交所下发关注函

携手数码圈知名人物王自如发布新手机、
收购银隆布局新能源乘用车……近日，格力电
器（000651）的多元化转型有了阶段性的进展。
而在股票回购计划上，格力电器也发布公告称，
截至今年9月9日，公司第三期回购股份方案已
实施完毕，回购累计成交金额为150亿元。多元
化转型风生水起，股票回购也堪称“大手笔”，但
市场似乎并不买账。自去年年底创下66.79元/
股的股价巅峰以来，格力电器的股价已经回落
至41元左右，市值蒸发超过1500亿元。

9 月 11 日，博主@熊猫很禿然
发微博称，新款格力手机（大松子
品牌）工信部入网照曝光，该手机
采用挖孔直屏，前部面板和后盖中
框均为白色；搭载骁龙870处理器，
配备 6.67 英寸OLED屏幕，采用居
中挖孔方案。工信部资料也显示，
这款正式入网的格力新机正是格
力电器所属手机品牌大松旗下的
一款旗舰机型，从参数配置来看这
款手机定位为中端机型，预计售价
在2500元至3000元之间。

这款手机之所以引人关注，也
与数码圈知名人物王自如的入局
有关。今年上半年，王自如入职格
力，成为格力手机部门负责人，而
这款新入网的手机，将是王自如入
职格力的首部作品。外界对此感
到好奇，猜想王自如能否带领格力
手机扭转颓势。

除了造手机，同样有所进展的
还有董明珠的造车野心。8 月 31

日午间，格力电器披露公告，公司
当日通过参与司法拍卖公开竞拍
方式，竞得银隆新能源股份有限公
司30.47%的股权。同时，董明珠将
其个人持有的银隆新能源 17.46%
股权对应的表决权委托公司行
使。天眼查资料称，银隆新能源是
集电动汽车动力总成、整车制造、
智能电网储能系统研发、生产、销
售为一体的新能源高新技术企业。

而格力前脚宣布将银隆新能源
收入囊中，雷军后脚就公布小米汽
车正式注册，注册资金 100 亿元。
这让董明珠和雷军的“新十亿赌
约”再次为外界所津津乐道，两家
的战火似乎也悄然烧到了新能源
车的赛道上。

格力电器与银隆新能源早在5
年前就已结缘。2016 年 11 月，格
力电器股东大会否决了董明珠130
亿元收购银隆的提议，认为布局造
车步子迈得太大了。董明珠在当

年的中国企业领袖年会上气愤地
表示，格力的股东“鼠目寸光，只看
眼前三分地”。最终，董明珠个人
出资10亿元，又拉上王健林和刘强
东，三人投资30亿元入股银隆。

不过，银隆新能源的经营情况也
并不让人省心。2018年年初，银隆新
能源被曝拖欠供应商货款超10亿元；
同年 6月初，银隆新能源宣布裁员
44%，人数达8000人；同年7月，银隆
新能源南京产业园与业主方发生纠
纷，被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查封。公
告显示，今年1月-7月，银隆新能源
实现营业收入10.56亿元，营业利润
为-9.58亿元，净利润-7.63亿元。

业内人士认为，银隆新能源的
主营业务是新能源客车，转型新能
源乘用车的难度并不比小米造车
小。格力拿下银隆，实则剑指储能
业务，其次做大新能源客车业务，
并以此孵化格力的智能装备、汽车
空调等To B业务。

一 年 一 度 的“99 公 益
日”温暖落幕。9 月 7 日-9
日，广发基金为2783位爱心
网友进行 1:1 配捐，共捐赠
超 30 万元，投向“满天星公
益图书馆”项目，该项目旨在
通过建立图书馆和开展阅读
推广活动，提高乡村儿童的
阅读品质。

作为服务大众理财需求

的公募基金公司，广发基金
在严格履行受托职责、践行
普惠金融的同时，坚持以责
任担当回报社会，积极投身
公益事业，为社会和谐发展
贡献机构的专业力量，助力
实现共同富裕时代愿景。截
至目前，广发基金在公益事
业上累计投入金额超 5400
万元。 （杨广）

在诸多公募基金经理中，李进的风
格偏成长，风格稳定，重点研究制造业、
医药、TMT等行业。今年5月，李进加
入景顺长城，在前期的静默期中，李进
并没有花太多时间休整，而是忙于做研
究储备，囤积“粮草”以待下一战。8月
31日，他正式开始执掌景顺长城科技

创新基金，开启新的投资之旅。
他认为，下半年整体市场存在结

构性机会，选择细分景气行业的优秀
公司比较重要。随着中国国力的崛
起，优秀公司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都
会享受时代带来的红利。

（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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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决赛上，12位佳丽共换了
六套衣服，包括星空女皇服、战士
服及著名设计师 Viola Chan 设
计的白色女神晚装及黑钻魅影晚
装、泳装及旗袍等不同造型。除
了换装展现美貌之外，本届总决
赛在展现佳丽智慧方面也下了不
少功夫。泳装问答环节一改主持
人出题的传统，而是由佳丽们提
前自己出题，现场随机抽取一道
问题作答。佳丽所出的问题有趣
且多样，既有“如果你是WHO的
新主席，你希望解决香港的什么
卫生问题？”这类关心社会的问

题，也有“请用一件家具形容
你自己”这种天马行空的问
题。大部分佳丽对答如流，当
中还不乏让人爆笑的巧妙回
答。比如王嘉慧就以“沙发”
形容自己，因为“沙发给人很

舒服的感觉，我的微笑也
可以疗愈观众，坐沙发的
时候通常是靠着的，说明
我很靠得住”。

至于新鲜出炉的港姐
三甲，最终夺冠的宋宛颖
一直是大热，在TVB发起
的《竞猜谁是冠军》网络
投票中，她始终位居前

三。宋宛颖是中葡混血儿，她出
身选美世家：她的妈妈是1990年
澳门小姐亚军文宝雪，而当年的
冠军则是其表姨妈。文宝雪也参
加了 1991 年度国际华裔小姐竞
选，与袁咏仪同届。此外，宋宛颖
的外婆一辈的亲戚中，还有人得
过加拿大小姐的称号。赛后，宋
宛颖坦言母亲是她最想感谢的
人：“我在一个单亲家庭长大，她
一手把我带大，让我走上这个舞
台。感谢她在这三个月里充当我
的军师。”

亚军梁凯晴有“翻版杨采妮”
之称，她的气质斯文大方，从初试
开始就非常抢眼。梁凯晴也是
一位高材生，获得了香港城市大
学市场学系硕士学位，专攻市场
管理范畴相关领域的数据分析
研究。决赛中，梁凯晴发挥稳
定，最终收获亚军。

本届季军则由邵初爆冷获
得，她同时也是本届的“友谊小
姐”得主，打破了以往“友谊小
姐三甲不入”的魔咒。邵初今年
27 岁，是本届佳丽中年纪最大
的一位。她毕业于英国杜伦大
学，参选港姐前从事资讯科技相
关的工作。

曾志伟刷爆曾志伟刷爆““人情卡人情卡””，，港姐竞选状态回勇港姐竞选状态回勇

张学友张学友压轴演唱压轴演唱
朱玲玲朱玲玲首当评委首当评委

曾志伟一度是香港小姐竞选的
“活招牌”——从1992年到2013年，他
都是香港小姐竞选的头牌主持。不过，
不再担任港姐主持之后，他也没少批评
近年的港姐竞选变了味：2017年，他怒
批港姐竞选实际上变成了TVB官方购
物平台的宣传大会，港姐沦为配角；
2018 年讽刺港姐的外景地寒酸，只在
香港西贡拍外景。

今年，曾志伟正式取代余咏珊担任
TVB分管综艺制作的高层，名正言顺接
手香港小姐竞选。曾志伟的回归，对近
年表现颓靡的港姐竞选而言更像一次

“拨乱反正”：好玩和好看才是选美活动
的终极要义。今年港姐的赛制进行了
大刀阔斧的改革，恢复了取消多年的准
决赛，破天荒引入真人秀形式：28位佳
丽入住酒店，由八位港姐导师向海岚、
曹敏莉、冯盈盈、朱晨丽、何依婷、张秀
文、张嘉儿及刘倩婷领军，开展一系列
特训和淘汰赛，争夺准决赛席位。此
外，佳丽们还分组进行划龙舟、水下摄

影等游戏环节的对决，娱乐性十足。
除了赛制改革之外，曾志伟还大

刷“人情卡”，请来众多名人为本届港
姐竞选助阵。由历届香港小姐组成的
慈善组织慧妍雅集全力支持本年度港
姐竞选，向海岚、曹敏莉等前港姐参与
此次港姐竞选并担任导师或者嘉宾。
霍启刚之母、郭晶晶的婆婆朱玲玲更
是首次出任香港小姐竞选的评委——
朱玲玲是1977年的香港小姐冠军，也
是慧姸雅集永远名誉会长。

在过去六年里，港姐竞选评委团
大多由TVB艺人担任，港姐竞选沦为
TVB的内部游戏。今年的评委团请到
了社会各界名流列席，进一步提升了
港姐的含金量。除了朱玲玲，本届评
委团还包括领贤慈善基金创办人王幼
伦、刘伟强导演、香港理工大学校董会
主席林大辉。设计师陈幼坚、名模周
汶锜、1995 年度香港小姐亚军及最上
镜小姐李嘉慧、摄影师邓巨荣则担任

“最上镜小姐”评委。

总决赛当晚，曾志伟以TVB高层
身份坐在台下观战，主持人则由郑裕
玲、钱嘉乐带领陈凯琳、丁子朗、周嘉
洛三位新鲜人担任。

在主题上，本届港姐总决赛顺应
近年潮流，强调女性的力量感。两小
时的晚会分成“重生”“圣炼”“净化”

“觉醒”“升华”“冠冕”六个章节。开
场视频中，12 位佳丽穿上女战士服、
举起长剑打怪兽。战胜怪兽后，视频
中的凤凰“飞”进现实，舞台上出现了
以 AR 技术呈现的凤凰，由此拉开总
决赛的序幕。据悉，总决赛舞台动用
超过 7 位数字的金额打造，以古文明
建筑艺术做蓝本，设有室内和户外两

个舞台，TVB将军澳电视城的录影一
厂被打造成金光灿灿的“天使之城”，
户外更搭建了一个巨型的三角宫殿，
为观众带来耳目一新的感觉。

不过，当晚最受瞩目的还是张学
友时隔20年的登场。张学友与香港小
姐缘分颇深，他曾于1990年、1991年、
1992 年、1993 年、1994 年、1998 年及
2001 年七度担任香港小姐竞选的嘉
宾，与李克勤、刘德华、王祖贤等多名
艺人合作过。但2001年之后，他再也
没有出现在港姐的舞台。前晚，张学友
以一身黑西装压轴登场，与现场的管弦
乐团合作，带来《春风秋雨》《李香兰》
《爱是永恒》三首经典歌曲。此后，他

与环球音乐的师妹李幸倪合唱新歌《日
出时让街灯安睡》。香港小姐竞选已经
有很多年没出现如此重磅的表演嘉宾
了，张学友的出现无疑为此次总决赛
增添了不少话题。当晚，“张学友亮
相港姐总决赛”登上微博热搜，连音
乐博主耳帝也对这场演出进行了点
评。他以“安如磐石”形容张学友的
现场演唱：“声音充满着历经无数金
戈铁马历练的大将之风，用《爱是永
恒》最后的高音给了港姐总决赛一个
磅礴收尾的压轴。”而据港媒报道，此
次张学友担任港姐表演嘉宾纯属友
情支持，没有收钱。曾志伟也笑言：

“他从来没向我提过钱。”

羊城晚报记者 胡广欣

曾志伟大刀阔斧改革赛制

张学友时隔20年再度助阵

冠军宋宛颖出身选美世家

9月 12 日晚，
“2021 香港小姐竞选”
总决赛顺利落幕，新一
届“港姐”三甲诞生：冠军宋宛
颖、亚军梁凯晴、季军邵初。
邵初同时也是本届友谊小姐得主，
最上镜小姐则由杨培琳获得。而赛
前的两名大热——关礼杰之女关枫
馨和总决赛中表现出色的王嘉慧则
大热倒灶，止步五强。

今年是曾志伟出任TVB高层
后操刀的首届香港小姐竞选，赛制
有了重大革新。经过长达三个月
的特训，本届佳丽的质素明显比往
年有所提升，张学友在总决赛的压
轴表演更是为此次港姐竞选赢
得了更高的话题度。在曾志
伟的主导下，今年香港小姐
竞选终于稍微重现昔
日的光芒。

（从左到右）最上镜小姐杨培琳、亚军梁凯晴、冠军宋宛颖、季军邵初

朱玲玲（右二）首次担任港姐评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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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装环节

泳装环节

格力美的路径不同

控股银隆意欲何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