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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界预计一季度
净利下滑65%-70%

本报讯 记者 陈颖婕 新世界昨
日晚间发布一季度业绩预告，公司预
计今年1至3月实现净利润同比下
降65%至70%。去年同期，公司盈利
4227.45万元。

对于业绩下滑的现象，新世界表
示，公司持有49%股权比例的联营企
业上海新南东项目管理有限公司于
2015年开始营业，此项目处于培育
成长期，初期出现亏损，公司对其按
权益法核算导致出现投资损失，使得
业绩同比下滑。

其实，翻看新世界此前的业绩
报告，财报数据显示，公司自 2014
年6月起，净利润就长期处于同比下
滑的态势中，且下滑幅度“愈演愈
烈”，并未有好转的迹象。“近几年
中，互联网的发展对实体经营业带
来很大的冲击。新世界也在很大程
度上受到影响。”一位券商业内人士
这样表示。

2015年年报数据，新世界去年
全 年 净 利 润 同 比 下 滑 幅 度 高 达
78.22% ，去 年 实 现 净 利 润 仅 为
5220.75万元。2014年同期，公司全
年实现净利2.40亿元。

昨日，新世界收报13.22元，下
跌2.72%。

青年报记者 孙琪

本报讯 昨日，中国基金业协会
发布了第五批失联（异常）私募机构
名单，共含有17家机构，包括市场上
赫赫有名的泽熙投资和金赛银，加上
近日协会公布撤销或注销一些私募
机构的管理人登记，表现了监管层对
违法违规行为明确表态零容忍。

基金业表示表示在自律核查工
作中，17家私募的公司在私募基金
登记备案系统预留的固定电话、手机
号码、电子邮件等均无法取得联系，
这些公司亦未在限定时间内回复相
关情况说明。

这17 家公司包括山东瑞源股

权投资基金有限公司、四川欧阳福
资产管理拍卖有限公司、中乾财富
（北京）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北京瑞
达利远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黑龙江
中舜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银基财富（北京）投资基金管理有限
公司、山东中东华融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辽宁安瑞锦投资顾问有限公
司、上海毓点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北
京中和亿泽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华莱财富国际投资基金管理（北
京）有限公司、上海泽熙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北京中农立信科技投资有
限公司、中联盟财富（北京）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深圳金赛银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北京恒银中嘉投资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喆麟股权投资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等。

基金业协会要求上述公司于公
告发出后5个工作日内来函对公司
经营情况及风险情况予以书面说
明，逾期则被认定为“失联（异常）”
私募机构。被认定为“失联（异常）”
私募机构的，将在基金业协会的官
方网站“私募基金管理人分类公示”
栏目中予以公示，同时在私募基金
管理人公示信息中予以标示。据
悉，截至2016年 4月11日，中国基
金业协会已将 21 家机构列入失联
（异常）机构名单，并在协会官网私
募基金管理人分类公示栏目中予以
列示。

基金业协会发布第五批失联名单

泽熙投资、金赛银等17家机构失联

青年报资深记者 吴缵超

本报讯 昨天沪深股指双双跳空
低开，全天弱势震荡，三大股指收盘
跌幅均超过1%。

受到多哈会议未达成冻产协
议，国际油价早盘大跌的影响，石油
板块下挫，恒逸石化、泰山石油跌逾
5%，洲际油气、荣盛石化跌逾4%，两
桶油跌幅也超过了2%，彩票概念强
势，鸿博股份、人民网涨逾5%，无人
驾驶概念股巨星科技涨停，万安科
技涨逾7%。

收盘沪指报 3033.66 点，跌幅

1.44%，深成指报 10568.93 点，跌幅
1.53%，创业板指报2265.59点，跌幅
1.91%。成交量方面，沪市成交2086
亿元，深市成交3485亿元，两市共成
交不足5600亿元，成交量有所缩小。

长江证券在策略周报中把自2
月中旬开始的本轮反弹与2015年四
季度的反弹投资者参与特征进行比
较，从换手率，个人投资者参与度和
机构资金参与度三个维度比较看出，
与2015年四季度相比，本轮反弹的
整体活跃度远不如2015年四季度。

从节奏看，在投资者参与交易占
比难以大幅提升，新增资金入市难以

观测到的背景下，2016年 3月24日
达到周度换手率高点11.1%难以被
突破，有利的因素在于当前公募基金
仓位相对较低，后续有加仓空间。

长江证券认为指数后续表现可
能类似于2015年12月的状态，换手
率难以创新高，但在没有明显性利空
的背景下，指数处于震荡态势，重点
在于把握结构性机会和交易型主题
投资机会，长江证券新增推荐受益于
国家放开最高价格管制的血制品行
业，新增推荐产能出清情况较好，行
业龙头具备议价能力，有持续涨价空
间的山梨酸钾行业。

青年报记者 陈颖婕

本报讯 券商佣金自由化渐行渐
近。近日，有媒体报道称，证监会正
在制定《证券经纪业务管理办法（草
案）》，办法全面规范场内外证券经纪
业务，其中，松绑佣金管理是本次办
法中最为业界关注的内容之一。那
么，佣金自由化来袭，将会如何影响
券商行业的收入结构？未来是否会
加剧整个券商业的佣金价格战？

国信证券就认为，松绑佣金管
理，收费标准及模式进入全面自由化
阶段。据悉该办法第十条指出，证券
公司应当在公司网站、营业场所公示
制定证券交易佣金收取标准，并在证
券交易委托协议中与客户约定具体
的服务价格，证券公司可以根据客户

的交易方式、交易量、交易频率、资产
规模等因素自主与客户约定服务价
格。即券商在证券经纪业务的佣金
收费标准与收费模式（例如是按笔收
费、按交易金额收费等）将拥有完全
的自主权，传统经纪业务进入全面自
由化阶段。

投资方面，国信证券建有投资者
可长期重点关注业务布局更优的龙
头券商与线上化坚决的互联网券
商。综合考虑此次佣金自由化改革
与上周的杠杆监管调整，认为行业长
期的转型方向进一步明朗。看好三
条主线，第一是类比高盛和摩根士丹
利，逐步转型为机构客户服务，持续做
大做强投行、资管、做市交易等机构业
务，推荐重点关注中信证券和国泰君
安；第二是类比美林，为中高净值零售

客户及机构客户服务，发力资管、资本
中介和投行业务，推荐重点关注华泰
证券、招商证券和西南证券；第三是类
比嘉信理财，坚决走线上化主打低佣
金积聚流量再以理财业务或第三方
资管业务变现流量价值的互联网券
商，推荐重点关注东方财富。

兴业证券的分析师则表示，从以
往的券商营收模式来看，传统经纪业
务收入占比近50%，佣金自由化将影
响券商业的收入结构。不仅如此，如
果叠加互联网券商的冲击，未来行业
佣金价格战将进一步加剧。该分析
师同时指出，此次改革将加速压缩传
统经纪业务的利润空间，迫使券商在
中长期加快业务结构的调整与转型，
未来转型落后、机构业务布局落后的
券商将面临更大的竞争压力。

青年报记者 孙琪

本报讯 昨日下午，证监会发布
针对二元期权平台风险警示：互联网
二元期权平台交易行为类似赌博，公
安机关已有就诈骗罪立案查处平台。

证监会表示，这些网络平台交
易的二元期权是从境外博彩业演变
而来，其交易对象为未来某段时间

外汇、股票等品种的价格走势，交易
双方为网络平台与投资者，交易价
格与收益事前确定，其实质是创造
风险供投资者进行投机，不具备规
避价格风险、服务实体经济的功能，
与我会监管的期权及金融衍生品交
易有着本质区别，其交易行为类似
于赌博。目前，已有地方公安机关
以诈骗罪对二元期权网络平台进行

立案查处。
需要注意的是，这些网站大多注

册在境外，在国内无网络备案信息、
无实际办公地址，投资者一旦上当受
骗，损失很难追回。证监会提示投资
者，不要参与此类网络二元期权交
易，以免遭受损失；如投资者受到此
类行为侵害，请尽快向当地公安机关
报案。

证监会：二元期权平台交易行为类似赌博

逾1900股飘绿

沪深股指持续缩量跌幅超过1%

券商佣金自由化将加剧行业的价格战
迫使券商加快调整与转型

直播平台加强监管
有助行业长期发展

本报讯 记者 陈颖婕 近日，文
化部公布，包括斗鱼、虎牙直播、熊猫
TV、六间房等知名网络直播平台被列
入查处名单。文化部已部署相关执
法机构查处涉案企业，将及时公布处
罚结果。业内分析师称，违规内容的
整治，将更加有助于直播行业更加健
康有序成长，持续看好直播行业长期
成长空间。

兴业证券的研报指出，新型社
交娱乐方式渐成熟，直播+成为新
风向。随着互联网发展，社交表现
形式越来越丰富，可视性、互动性、
实时性越来越强，网络直播成为新
型社交娱乐方式并逐渐成熟。直
播+成为新方向，未来直播将更广
泛地应用在生活、工作、商务等诸
多领域，引领互联网变革。对于违
规内容的整治，将有助行业健康成
长。个股方面，建议关注巴士在
线、浙报传媒、奥飞娱乐、宋城演
艺、昆仑万维等标的。

中泰证券的研报认为，视频直
播行业快速发展，内容有待净化。
近两年来，网络直播迅速发展成为
一种新的互联网文化业态，市场规
模快速增长，截至2015年国内市场
规模达到 116.3 亿元，用户数达到
4.39亿。大型直播平台每日高峰时
间有数千“房间”同时在线，用户数
达数百万人次，以斗鱼为例，每天
访问量高达1500万次，晚上高峰时
段 常 有 5000 位 主 播 同 时 在 线 开
播。过快发展的副作用就是乱象
丛生，鱼龙混杂，出现淫秽、暴力、
教唆犯罪等内容，网络直播环境亟
待净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