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涉嫌信披违规

友利控股遭证监会调查

此前因成功实现扭亏为盈而

备受资金追捧的友利控股遭证监

会调查。公司今日发布公告，

21

日

收到证监会《调查通知书》，因涉

嫌信息披露违法违规， 证监会决

定对公司进行立案调查。

早在

7

月

25

日， 四川省证监

局已向友利控股下发 《行政监

管措施决定书》，要求其限期落

实整改措施。 但直到

7

月

31

日公

司才发布这一处罚公告。 巧合

的是， 就在公司收到四川证监

局《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但未

公告之前， 友利控股控股股东

的一致行动人利创新能源提前

大手笔减持了公司股份， 套现

7000

万元以上。 此举引发市场

对有利控股故意配合控股股东

套现的质疑。

尽管有利控股方面此前声

称， 公司不存在任何违规的动

作，大股东减持只是巧合，但从

利创新能源的增持、减持的过程

来看，操作恰好暗合了公司业绩

和股价的大幅上涨。 业内分析认

为， 本次公司遭遇证监会调查，

极有可能就是与本次信披违规

有关。 （王小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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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策影视

上半年净利增逾两成

□本报记者 高晓娟

中报显示，华策影视上半年实现

营业总收入

4.55

亿元， 同比增长

47.16%

； 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

1.32

亿元，同比增长

23.63%

。 公司收

入主要来源于电视剧业务。

此前， 华策影视以

100%

的票数

通过并购克顿传媒的重组方案。资料

显示，克顿传媒是中国最具实力的影

视剧研究、投资、生产和发行机构之

一。并购克顿传媒将进一步提升公司

电视剧业务的竞争实力。据业内专家

预测，重组后，华策影视将拥有电视

剧版权超过万集，生产规模将扩大到

年产电视剧

1000

集以上。

上半年，华策影视除并购克顿传媒

外，产业链并购整合受到市场高度关注。

3

月，公司收购海宁华凡，正式进军艺人

经纪业务；公司于

5

月份参股杭州掌动科

技有限公司，正式进军手游行业。

公告显示， 华策影视继续大力

加强“走出去”战略，报告期内设立

香港子公司华策影视国际传媒有限

公司，完善海外营销网络。 公司不断

拓展国际合作，筹建海外联播体。 国

际合作实验区译制平台开始运作并

承担了

1052

工程的部分译制任务。

强势进军手游领域

凤凰传媒溢价10倍控股慕和网络

□本报记者 姚轩杰

备受关注的凤凰传媒收购手

游公司慕和网络终于尘埃落定。

公司

21

日晚间公告称， 拟对下属

子公司江苏凤凰数字传媒有限公

司增资

3.2

亿元。 凤凰数字传媒拟

以

3.1

亿元认购上海慕和网络科

技有限公司新增注册资本， 从而

持有慕和网络

64%

的股权。

溢价10倍控股

此次收购采用收益法评估，

上海慕和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在评

估基准日

2013

年

5

月

31

日的净资

产账面值为

4215.08

万元，评估后

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为

4.86

亿

元， 评估值比账面值增加

4.43

亿

元， 增值率为

1052.14%

。 今年以

来，掌趣科技并购动网先锋、博瑞

传播收购漫游谷， 其

PE

都在

12

至

22

倍之间。

不过， 此次控股慕和网络，凤

凰传媒与该公司签订了业绩对赌

协议。 原股东承诺，慕和网络

2014

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不低于

5291

万元；

2015

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不

低于

6349

万元。若业绩目标未能实

现，现有股东张嵥和周颢将补偿。

慕和网络成立于

2009

年，是

由美资独资的一家手机游戏研发

商。

2009

年创立时从事页游业务，

并推出一款

MMORPG

产品。 而后

公司迅速转向手游研发， 并于

2011

年

1

月推出了一款移动端的

MMORPG

产品， 并在

Google Play

上取得了

TOP50

的成绩。

2013

年

慕和网络推出《魔卡幻想》，这款

产品在国内的月流水约达

1500

万

元。凭借《魔卡幻想》的表现，慕和

网络成功跻身国内月流水过千万

的手游研发商之一。

财务数据显示， 截至

2013

年

5

月

31

日， 慕和网络资产总额为

7072.41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权益

4313.74

万元， 资产负债率为

40.4%

。 今年

1-5

月，公司营业收入

6932.6

万元，净利润

2300.76

万元。

易观智库

2013

年

1

季度中国

网游市场数据报告显示， 慕和网

络占据移动游戏市场

3.9%

的市场

份额， 排名第四， 仅次于腾讯游

戏、 广州谷得和即将被华谊兄弟

收购的银汉科技。

手游并购仍将持续

从行业情况看，行业领先的手

游公司十分抢手，目前各家上市公

司都在苦苦寻找有意出售的优质

标的，人民网此前就曾接洽过慕和

网络。 但据称凤凰传媒以人民网出

价的两倍和慕和网络谈拢。

凤凰传媒表示， 本次交易是

公司进军游戏领域、 实现数字化

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 有利于公

司进一步拓展数字化业务， 实现

内容的多层次开发和价值的全方

位创造，扩大业务规模，提升公司

业绩，强化公司的品牌和影响力。

本次交易完成后， 慕和网络成为

公司新增的控股二级子公司。

手游并购仍将是传媒业引人

关注的焦点， 传媒公司对其并购

热情迅猛升温。 华谊兄弟

6.7

亿元

控股游戏公司银汉科技、 掌趣科

技

8.1

亿元收购动网先锋、博瑞传

播

10

亿元收购腾讯旗下的游戏平

台漫游谷， 这一系列举动引发市

场资金强烈追捧。

近期天舟文化、 掌趣科技相

继停牌， 坊间传闻均与收购手游

公司有关。业内人士指出，下半年

传媒业特别是手游行业并购潮仍

将继续，且力度比上半年会更大。

作为“游戏第一股”中青宝也

控股了两家手游公司，未来不排除

收购其剩下股权。 此外，中青宝还

牵头手游产业联盟，成员单位包括

了掌趣科技、拓维信息、凤凰传媒、

人民网等多家上市传媒公司。

部分手游概念公司主营净利双增长

手游业务占比不高

□本报记者 傅嘉

上半年如火如荼的手游概念

股中报业绩面纱逐渐被揭开。 截

至

8

月

21

日，两市共有

10

家手游概

念公司公布中报， 多数主营和净

利润保持双双增长。

不过综合来看，两市纯手游公

司不多， 多数公司依靠并购等方

式涉足手游行业， 手游业务在主

营业务中占比不高， 且业绩规模

多在千万元级别， 不足以支撑目

前的估值。 目前手游概念股静态

市盈率普遍在

50

倍以上， 个别公

司甚至在

300

倍以上。分析人士认

为，虽然该类公司业绩不错，但上

半年市场炒作主要还是基于概念。

概念炒作仍是主线

同花顺数据显示，截至

8

月

21

日两市共有

10

家手游概念上市公

司公布中报，其中

8

家主营净利润

双增长， 只有新海宜和中弘股份

两家主营净利润双降， 手游概念

上市公司整体业绩比较乐观。 目

前掌趣科技、浙报传媒、北纬通信

等多家公司仍未公布半年报，但

根据之前的公开资料预测， 行业

业绩整体向上趋势十分明显。

今年上半年手游行业备受资

金关注， 加上行业并购案层出不

穷，接连推高整体估值。上半年共

有两只手游概念公司股票价格翻

倍，分别为中青宝和华谊兄弟，期

间涨幅分别为

192%

和

102%

。 博

瑞传播、 拓维信息上半年涨幅也

均超过

80%

。

但从主营业务观察， 目前两

市纯手游概念的公司仍然较少，

仅有掌趣科技和中青宝两家公司

主营业务为手游， 其他公司均是

以并购等方式进入手游行业。 以

华谊兄弟为例， 公司主要从事影

视剧和艺人经纪业务， 由于市场

传言公司将进军手游行业， 公司

股价持续被资金炒高，今年

7

月份

公司收购银汉科技一事落槌，其

股价并未随着利好的兑现而终止

拉高。无独有偶，凤凰传媒在今年

5

月份就被爆出将收购上海慕和

进军手游行业， 公司今日公告证

实了这一传闻， 而前期因为存在

预期，公司股价也呈现上涨态势。

银通智略分析师曹辙认为，

目前

A

股手游公司的业务规模在

TMT

行业里并不大， 中青宝这样

的纯手游公司上半年的净利润同

比增长

66.5%

， 但净利润还不到

2000

万元；华谊兄弟，博瑞传播的

手游业务目前在公司的主营业务

中占比均不高， 而市场却以此为

主线进行炒作。

增速或下降

业内人士认为， 目前手游概

念与上世纪

90

年代的互联网泡沫

有类似的地方。行业刚刚爆发，规

模呈现翻倍式增长， 短期还看不

到天花板。 同时手游类公司又是

中小板、 创业板公司， 盘子均不

大，股票价格容易被资金拉起，进

而形成整个板块的协同效应。

曹辙向中国证券报记者表

示， 下半年手游上市公司的业绩

仍然会较好， 但市场概念炒作会

渐渐退潮， 主要因为手游行业进

入到“月千万流水”级别之后，短

时间不可能再出现翻倍式增长，

手游行业很难再讲一个很动听的

故事来推动概念炒作。

国内目前还没有出现特别知

名的手游公司，其营收规模和游戏

品质还难以和国外巨头抗衡，如近

期

EA

的《植物大战僵尸

2

》等。 分析

人士认为，手机硬件标准呈飞速上

升态势， 大型游戏会越来越多，这

在加大相关公司的投入成本的同

时，将使得项目风险被放大。

此外， 随着二级市场水涨船

高，部分公司高管已经选择落袋为

安。 华谊兄弟近日发布公告，公司

实际控制人王中军分别于

8

月

16

日

和

8

月

20

日两天共减持

1100

万股华

谊兄弟股票，套现超过

4

亿元。

社交游戏转向移动端 平台商把控手游未来

□本报记者 王荣

人人网日前关闭游戏《开心

农场》，宣告

PC

游戏的没落。 而腾

讯移动游戏平台推出的 《天天连

萌》， 依靠社交关系链仅用

38

分钟

就登上苹果

AppStore

免费榜第一

位置。

“腾讯游戏的盛行说明渠道

销售商的影响力。 ”分析人士指

出，经过前期的爆炒，手游行业

发展已迈入第二阶段。判断游戏

公司的优劣，应多看单款产品月

流水且是否依托平台。

“开心农场”关闭

2008

年

11

月，《开心农场》从

人人网起家，到

2009

年，这款“偷

菜”游戏的玩家最多时超过一亿

人。人人网开放平台

2009

年度应

用程序风云榜上，“开心农场”获

得过最受用户欢迎的应用奖。

伴随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

来，《开心农场》每况愈下。

8

月

6

日， 人人网平台贴出了一份

下线公告：“因为公司战略调

整和资金等各方面原因，决定

在

8

月

20

日关闭《开心农场》游

戏服务器。 ”

在《开心农场》停运当天上

午

9

点，

QQ

手机版开始在 “游戏

中心”发布了腾讯新手游《天天

连萌》， 仅仅

38

分钟该款手游就

登上了苹果

AppStore

免费榜第一

的位置。在此之前，苹果

AppStore

免费榜首位一直由另一款获得

腾讯平台联合试推的《天天爱消

除》霸占，这款游戏目前在

App－

Store

畅销榜上排名第二。

“社交游戏的不同命运反映

出游戏行业的发展趋势。 ”业内

人士指出，

2012

年我国手机游戏

市场规模同比增速

40.9%

， 达到

32

亿元；智能机手游市场规模达

到

12.5

亿元， 同比增长

140%

，延

续了前两年

150%

左右的高增

速。 移动智能终端游戏行业进入

快速成长期得以确认。

业内人士表示，今年智能机

手游市场规模同比可能增长

2-3

倍，月收入达两三千万的游戏开

始快速出现，市场总规模将超过

40

亿元。

渠道控制力显现

正因看到手游市场前景 ，

今年以来， 手游概念股全面

爆发， 市场对行业增速和国

外手游公司业绩及股价反应

剧烈，部分股价低，盘子小的

手游概念公司， 以及较早涉

足 手 游 龙 头 公 司 如 掌 趣 科

技、博瑞传播、华谊兄弟等均

受到市场追捧。

“这其实有些非理性。 ”业内

人士指出，当前游戏行业同质化

竞争激烈，用户获取成本不断攀

升， 单一产品生命周期缩短，只

有精品游戏才更有市场。

91

无线相关负责人表示，

91

平台上的游戏超过

1000

款，但收

入超过一定规模、有影响力的产

品并不多。 上述人士认为，随着

涉足手游公司越来越多，市场对

手游行业的认识将更充分，部分

手游公司业绩持续低迷也会进

一步教育市场要正确认识手游

行业竞争的残酷性。

游戏平台企业由于控制了

渠道或更受青睐。百度

19

亿美元

收购

91

无线，对此，

91

无线上述

人士指出， 这体现出互联网巨

头对游戏分发入口、分发能力的

重视。

事实上，平台的营销和运营

能力也是游戏生存的关键。 人人

网相关人员表示：“开心农场并

非人人网开发的游戏，我们只是

作为平台方提供接口。 游戏开发

者选择下线，我们也非常遗憾。 ”

而腾讯游戏凭借其手机

QQ

和微

信作为营销平台，促使其两款游

戏人气急升。

“未来平台商的分成可能会

增加。 ”据了解，此前游戏代理

商、 渠道商以及游戏内容提供

商的分成比例为

3∶3∶4

， 这一比

例目前逐渐变成

3∶4∶3

， 平台商

的分成在增加。

招商证券研究报告指出，

即便是精品游戏厂商也很难做

到持续推出精品， 推出愤怒的

小鸟的

Rovio

公司， 由于未能持

续的出精品游戏， 公司股价一

路下跌。 此后转型成为媒体平

台公司， 更多涉足衍生品和玩

具，以及主题乐园。依托平台型

的手游公司可持续性会更强，

如腾讯微信、

360

等平台型游戏

公司， 以及与腾讯有合作被华

谊兄弟收购的银汉科技、 博瑞

传播收购的游戏谷等。

大股东完成全部股权转让

海航资本正式入主亿城股份

□本报记者 王小伟

亿城股份公告，原大股东乾

通实业所持公司

28577

万股股份

已全部转让给海航资本。 海航资

本目前持有公司股份

19.98%

，晋

升新任控股股东，亿城股份实际

控制人变更为海南航空股份有限

公司工会委员会。 海航豪掷

16

亿

元入主亿城股份终于遂愿。

海航系第7家A股公司

亿城股份发布《关于大股东

完成协议转让所持公司全部股权

的公告》，乾通实业已协议转让所

持公司的全部股权。

从签署协议到完成转让仅仅

用了两周时间。

8

月

6

日，亿城股份

大股东乾通实业与海航资本控股

有限公司签署股份转让协议，乾通

实业将其所持的公司

28577.6423

万股（占总股本

19.98%

）转让给海

航资本。 在拟转让的股份中，有

20760

万股已被质押， 占公司总股

本的

14.51%

。

8

月

14

日，上述未质押

股份

7817.6423

万股已完成过户登

记，

8

月

15

日和

16

日，质押股份也分

批解除质押。

8

月

21

日，亿城股份收

到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确认上述

20760

万股已完成过户登记工作。

至此， 乾通实业所持有的公司

28577.6423

万股已全部完成转让。

本次股权转让完成后， 海航

资本持有亿城股份

28577.6423

万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19.98%

，乾

通实业不再持有公司股份， 公司

大股东变更为海航资本， 实际控

制人变更为海南航空股份有限公

司工会委员会。 海航耗资

16

亿元

正式入主亿城股份。

海航资本成立于

2007

年，是

海航集团旗下金融服务业的主要

管理平台。 近些年，海航系通过资

本运作，在航空、实业、消费等领

域拥有海南航空、易食股份等

6

家

A

股上市公司。本次股权转让的完

成， 意味着亿城股份成为海航系

旗下第

7

个

A

股上市平台。

或转身金融

近年来亿城股份的经营业绩

不尽如人意， 近

3

年来净利润年

年下滑。

2013

年

1

季度实现净利

润

8903

万元，同比再降

13%

。 亿

城股份曾在

2012

年年报中反思，

持续的宏观调控使房地产环境

发生重大变化，公司对市场形势

变化认识不足，未能及时调整定

位，以致发展速度大幅落后。 业

绩持续低迷倒逼公司谋求转型，

但效果并不理想。 公司与美国风

电项目的收购最终无果；

14

倍溢

价所收购嘉丰矿业的股权也尚

未产生收益。

此番海航资本介入打开了亿

城股份的想象空间。 海航资本此

前曾表示， 不排除上市公司在未

来

12

个月开展购买或置换资产的

重大交易。 由于海航集团拥有丰

富的金融和地产资产尚未上市，

这也给亿城股份的后市打开了足

够的想象空间。 此前刚刚公布股

权转让方案时， 亿城股份二级市

场股价连续

5

个涨停， 即便以

8

月

21

日最新收盘价

4.25

元计算，对

于海航

5.63

元

/

股的收购价而言，

依然折价

25%

。

海航资本除握有两家上市

公司股权之外， 还持有渤海国

际信托 、皖江金融租赁 、民安

财险等金融机构股权，市场猜

测亿城股份可能会从地产业

务转身金融。 此外，海航集团

旗下拥有大量持有型物业，分

布在北京 、上海 、广州等多个

城市， 写字楼和酒店两种类型

物业的总建筑面积均已超过

100

万平方米，市场也有猜测海

航可能将旗下的地产资源注入

到亿城股份。

鼎立股份

签合作协议再涉稀土矿

□本报记者 李少林

鼎立股份

21

日晚公告，公司与冕

宁稀土选矿有限责任公司

21

日签署

了合作意向协议。双方合作原则上以

合资的方式开展，同时不排除其他灵

活方式，包括促成公司对冕宁稀土的

股权收购。

值得注意的是，在鼎立股份公告

涉矿之前， 公司股价已经开始发力。

20

日，鼎立股份股价上涨

7.34%

，疑似

涉矿消息提前走漏。

据介绍，冕宁稀土已获得稀土采

矿证，多年以来从事稀土资源开采工

作。 鼎立股份与冕宁稀土合作，也正

是因为稀土企业接受国家有关政策

的严格管控，行业准入门槛较高。 而

鼎立股份作为上市公司，投资能力和

规范运作的优势相对突出，并有调整

产业结构的战略思路。

公告称，本意向协议属于双方合

作意愿和基本原则的框架性约定，公

司尚需聘请专业中介机构对冕宁稀

土开展尽职调查，对其资产进行审计

评估，进一步做可行性论证，同时根

据项目的投资规模提交公司董事会

或股东大会审议批准后方可实施。

冕宁县冕里稀土选矿有限责任

公司注册资本

1000

万元，是一家以稀

土采选为主的工业企业。该公司位于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冕宁县境内，

每天处理原矿

2000

吨以上。

鼎立股份称，在该项目合作中所

需资金将由公司自筹、银行贷款或其

他合适的方式进行筹措，目前暂时不

会对公司资金及经营效益产生影响。

这已不是鼎立股份第一次涉矿。

2012

年

12

月

22

日，鼎立股份公告，拟以

现金增资的方式持有山东中凯稀土材

料有限公司不低于

40%

的股权。 增资

完成后， 鼎立股份将对中凯稀土形成

相对控股局面， 公司将借此介入下游

稀土分离及深加工行业。

鼎立股份原本预计半年内完成

对中凯稀土的注资，但注资进展并不

顺利。今年

6

月

20

日，鼎立股份公告，对

中凯稀土相关财务核查、 财务审计和

资产评估等相关工作尚未完成， 其他

合作细节正在进一步洽谈中， 预计相

关进程将有所延后。

战略转型效果显现

四川长虹家庭互联网迎来发展关键期

□本报记者 郭新志

受益于产品结构调整、海内

外渠道整合、 内部费用控制等，

四川长虹向投资者交出了一份

靓丽的成绩单。

8

月

21

日晚间，四

川长虹发布的

2013

年半年度报

告显示，今年

1-6

月，公司实现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27

亿元，同比增长

54.39%

。 四川长

虹有关负责人告诉中国证券报

记者，公司正从终端向“终端

+

数

据”战略转型，构建以人为中心，

通过完整的技术架构和生态系

统实现多终端协同、 便捷交互、

广泛连接的“家庭互联网”，相关

产品将于今年四季度上市，届时

有望给公司带来新的增长点。

抢占最后一块“屏”

四川长虹多媒体产业公司财

务总监汪华聪告诉中国证券报记

者，今年上半年，四川长虹在电视

领域不断进行技术研发， 加大了

大板、

3D

、

UD

等高端智能电视的

投放力度， 显著带动公司在彩电

领域的整体毛利率。渠道方面，除

稳固此前的连锁渠道外， 重点经

销商队伍不断扩大， 进军电商领

域取得突破性增长， 同时加大与

广电、运营商、电视购物等渠道合

作。 公司不断加大技术创新，

UD

系列高端产品今年

4

月全国铺开，

远超其他同行，市场反应良好；同

时公司加大内部费用的审核、管

控，进一步降低了经营成本。

四川长虹企业策划部部长刘

海中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 这些

改革均基于四川长虹的家庭互联

网战略。 家庭互联网是继

PC

互联

网、 移动互联网之后发展的第三

阶段， 被业界视为 “最后的一块

屏”。 越来越多的

PC

企业、互联网

企业介入， 抢占码头。 但

PC

互联

网、移动互联网关注“设备联上互

联网”，家庭互联网则同时还要关

注“人与设备的连接，设备与设备

连接，人与人的连接”；

PC

互联网、

移动互联网已经解决了交互问

题，家庭互联网目前还缺乏突破；

PC

互联网、 移动互联网在内容管

控方面已有对策， 家庭互联网目

前尚处灰色地带；此外，家庭互联

网需要有更好的画质表现。

长虹技术中心基础研究所

所长展华益认为，家庭互联网有

四个核心要点。 首先是大屏显

示，电视的本质还是大屏，这方

面最具优势。 这有很多技术要解

决， 包括超高清播放、 多窗口技

术、图形系统；其次是连接

/

协同。

“以人为中心，家里所有的设备围

绕人服务。 当人需要什么样的场

景，什么就是中心”；再者是交互。

“照搬移动互联网技术、模式的电

视之所以没有起来， 主要问题是

交互没有解决”，展华益说，手机

是触控，但电视不适合做成触控，

语音控制是未来发展的重要趋

势；最后是安全，保障用户隐私。

据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为

了实施家庭互联网战略，四川长

虹已经做了充足的技术储备。 在

智能终端领域，公司相继开发了

智能语音芯片、 超级语音浏览

器、 家庭互联网操作系统等，预

计全系列家庭互联网产品将在

今年四季度上市。 不仅如此，四

川长虹还与

IBM

合作建设大数据

分析中心，对智能终端所收集的

数据进行分析整合，并以此探索

新的商业模式。

发展迎来关键节点

尽管家庭互联网前景广阔，但

市场是否买账尚待观察。 在四川长

虹看来，其关键是要通过技术创新

解决智能终端使用起来“越来越自

在、越来越简单、越来越舒适”的问

题，不断提升用户体验。

正因如此， 四川长虹从一开

始， 就将家庭互联网定义为开放

平台，不给用户设置障碍。公司副

总经理巫英坚告诉中国证券报记

者，作为开放平台，家庭互联网整

合了硬件、软件、网络三种生态，

集成桌面计算、移动计算、家庭计

算的信息环境，吸引硬件厂家、软

件第三方开发力量、 广大以 “虹

粉” 身份参与价值创造的消费者

来共同打造。同时，家庭互联网必

须是可管理的平台， 使得长虹产

业生态的广大参与者都能够通过

这个平台获取利益； 它也是一个

创新的空间， 存在大量的新商业

模式和创新机遇，要建立与此配套

的孵化环境，淡化硬件的品牌，使得

非长虹制造的家用电器也能够在此

网络上享受独特的用户体验。

与此同时， 四川省政府已将

四川长虹作为重振当地工业经济

的“引擎”，明确要求各政府部门要

全力支持四川长虹发展。 近日，四

川省经信委出台了五条具体措

施， 以支持绵阳科技城集中发展

区加快建设和长虹集团转型升

级。 邀请四川省通信管理局、长虹

集团参与， 结合长虹集团智能产

品特征，制定四川省智慧城市、智

慧园区、 智慧社区和数字家电产

品的地方标准， 以利于长虹集团

智能产品的推广应用， 扩大市场

份额，帮助企业做大做强。

分析人士指出， 基于国家大

力提倡信息消费所催生的市场机

遇， 四川长虹主推的 “家庭互联

网”，与宏观政策不谋而合，受当地

政府驱动， 四川长虹未来将从这

些政策中受益， 其主推的家庭互

联网也将迎来发展的关键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