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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

青年报记者 孙琪

本报讯 昨日，国务院办公
厅发布关于促进通用航空业发
展的指导意见。意见指出，到
2020年，将建成500个以上通用
机场，基本实现地级以上城市
拥有通用机场或兼顾通用航空
服务的运输机场，覆盖农产品
主产区、主要林区、50%以上的
5A级旅游景区。通航将迎来突
破性发展，对此，机构认为通航
综合保障板块最先受益。

意见还表示，通用航空器
达到5000架以上，年飞行量200
万小时以上，培育一批具有市
场竞争力的通用航空企业。通
用航空器研发制造水平和自主
化率有较大提升，国产通用航
空器在通用航空机队中的比例
明显提高。通用航空业经济规
模超过 1 万亿元，初步形成安
全、有序、协调的发展格局。

这次意见发布在券商预计
之中，申万宏源在5月16日的
研报中表示，据民航局透露，“十
三五”规划建议中首次将通用航
空从民航中单独提出来，与民
航、铁路、公路并列，预计“十三
五”期间，我国通用机场将达到
500个以上，通用航空器将达到
5000架以上，年飞行量200万小
时，产业整体规模将超过1万亿
元。据此判断“十三五”期间通
航将迎来突破性发展。

通用航空产业低空空域开
放受益公司梳理，申万宏源从通
航飞机制造、通用航空运营、通航
空管产业、通用机场建设、通航飞
行培训等五个方面对整个通用航
空产业链进行了梳理，认为从目
前来看，最先受益的板块是通航
综合保障（包括空管、机场等），首
推四川九洲、川大智胜、中信海
直，建议关注海特高新、四创电
子、威海广泰、中化岩土等。

青年报见习记者 洪伟

本报讯 世茂股份于昨日发
布公告称，上海世茂股份有限公
司将向乐视控股（北京）有限公
司转让下属上海世茂新体验置
业有限公司持有的北京财富时
代置业有限公司，及世茂商业管
理有限公司持有的北京百鼎新
世纪商业管理有限公司100%股
权。上述交易的价格分别为
29.20 亿元及 0.52 亿元，合计
29.72亿元。

公告显示，北京财富时代置
业有限公司主营业务为房地产
开发。2015年营收为574.22万
元，净亏损 4739.69 万元；2016
年第一季度营收为 0，净亏损
1656.17 万元。北京百鼎新世
纪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主营业务
为：销售食品；园林绿化服务；企
业管理；投资管理。2015年营
收 7745.51 万 元 ，净 利 润
2934.45万元；2016年第一季度
营 收 1694.92 万 元 ，净 利 润
642.03万元。

乐视网上市快7年了，如今
的乐视早已不是当初只做视频的
收费网站，造手机，造汽车，进军
体育、娱乐、影视，乐视控股的每
一次跨界都会引来媒体的惊呼
——贾跃亭的胆子太肥了。“跨界
王”的称号可谓是名副其实，这次
大手笔收购商业地产，莫非“跨界
王”贾跃亭这次要去“炒房”？

其实乐视多年前已经尝试
进入地产行业，2014年6月乐视
曾联手华贸地产，打算以乐视电
视为核心布局智能家居生态，将
传统楼盘升级为智慧互联网社
区。当时双方合作的项目是位

于北戴河的华贸·蔚蓝海岸项
目。此外，华远、龙湖等国内房
地产企业也都与乐视在智能家
居生态系统建设上有所合作。
实际上，有关乐视进军房地产的
消息上周就已经在发酵。

据某房地产媒体官方微博
爆料称，“本周乐视将宣布正式
进军房地产行业，推出互联网生
态地产。”但当时乐视方面对此
未作置评。而此次乐视涉足的
则是当下势头正健的商业地产，
未来其将如何激活这一项目值
得关注。据悉，世茂工三位于北
京朝阳区三里屯工体北路，紧邻
使馆区是世茂集团动用30亿元
巨资打造的集世界顶级品牌商
业、甲级精装写字楼于一体的市
中心最高端地标综合体。

针对此次股权交易，世茂股
份方面表示，公司本次股权交易
预估收益约为人民币 7 亿元。
公司将与“乐视控股”在多元化
领域展开积极合作，从而进一步
优化公司的业务结构。同时，通
过出售部分培育成熟的商业地
产，进一步优化公司商业资产结
构，实现商业地产的资本增值。

乐视的商业版图近年以眼
花缭乱的方式快速扩张，从视频
内容提供商发展，目前已迅速布
局了云、内容、大屏、手机、体育、
汽车和互联网金融七大子生态
领域。不久前，乐视发布了手
机、电视、汽车、VR横跨4个行业
的4款新品，并采用“设擂”的方
式回应“乐视无技术创新”的质
疑。在大力打造互联网生态之
后，其此次目的应是准备打造互
联网生态地产，发展O2O，布局
线下交易平台。

QFII首季增持
QFII是公认的长期投资者，

那么他们首季的持股情况相比
去年年末有哪些变化呢？

来自西南证券的报告显
示，2016年首季QFII投资股票
的市值为 993.08 亿元人民币，
比2015年第四季度的1013.56
亿元减少了20.48亿元，减少幅
度为2.02%。若剔除因限售股解
禁的北京银行、宁波银行、南京
银行、华夏银行，QFII的2016年
一季度持股市值 575.98 亿元，
比2015年四季度的552.34亿元
增加了23.46亿元，增加幅度为
4.28%，为历史偏高水平。

另外，上证综合指数首季
下跌 15.12%。结合大盘跌幅
相比，QFII 在首季继续呈现增
持操作。剔除北京银行、宁
波 银 行 、南 京 银 行 、华 夏 银
行，在 2016 年首季，QFII 持股
总 数 为 275539.00 万 股 ，比
2015 年 年 末 的 238412.31 万
股，增加了 37126.69 万股，增
加幅度为 15.57%。QFII 首季
出现大幅增持操作，显示对
2016 年第二季度的市场预期
十分乐观。

爱饮酒玩机械
首季大笔增持的QFII，投资

标的又有什么偏好呢？
西南证券统计显示，第一季

度末有212家上市公司的前十大
流通股股东中出现QFII身影。其
中，新进99只个股、增持41只、减
持39只，另有33家公司的QFII持
股比例较上一报告期没有变化。

首季QFII持股市值最大的
前十家上市公司（剔除北京银
行、宁波银行、南京银行、华夏
银行），分别是贵州茅台、美的
集团、格力电器、上海机场、五
粮液、洋河股份、恒瑞医药、苏
泊尔、海螺水泥、海康威视。其
中贵州茅台、格力电器、上海机
场、洋河股份、恒瑞医药、海螺
水泥获得增持，五粮液属于新
进，美的集团、苏泊尔、海康威
视遭到减持。

首季QFII持股占流通 A股
比例最高的前十只股票（剔除
北京银行、宁波银行、南京银
行、华夏银行），分别是柘中股
份、海天味业、苏泊尔、上海机
场、梅安森、黄山旅游、威孚高
科、美的集团、燕京啤酒、新宙
邦。QFII对这“前十”持股的持

股比例都在4%以上。海天味业、
上海机场、燕京啤酒被增持，柘
中股份被新进，梅安森、黄山旅
游被持平，苏泊尔、威孚高科、美
的集团、新宙邦被减持。增幅最
大的股票是上海机场。

从行业来看，机械设备、食
品饮料连续 17 个季度将位居
QFII持股市值第一、二的行业。
只是今年首季，食品饮料自
2012年首季以来，首次由第二
名跃升至第一名的位置。金属
非金属下降至第四名。交通运
输由2015年四季度的第五名上
升至2016年一季度的第三名。

QFII今年首季持有食品饮
料行业持仓市值为 188.77 亿
元 ，比 2015 年 第 四 季 度 的
132.58亿元，增加56.19亿元，
增加幅度为42.38％，对比大盘
跌 幅 ，出 现 大 幅 增 持 迹 象 。
2016年第一季度持股的上市公
司家数为13家，比2015年第四
季度的16家，少3家。其中，燕
京啤酒、*ST水井、双汇发展、贝
因美、贵州茅台、惠泉啤酒、洋
河股份、汤臣倍健、海天味业、
青岛啤酒获得增持，五粮液属
于新进，中粮生化持平，海大集
团遭到减持。

近日，在《亚洲银行家》杂志
举办的2016年度“银行家之选
（Banker’s Choice Awards）”评
奖活动中，中信银行荣获“中国
最佳企业贸易金融交易成就奖”
（Best Corporate Trade Fi-
nance Deal in China）。

中信银行此次凭借“结算+
融资+交易综合服务方案”获
奖。2015年上半年以来，在欧
元、美元等主要货币利率汇率分
化的背景下，中信银行推出了这
一方案，以合格资产（票据池）作
为质押，为企业提供非美元融

资，同时通过代客外汇买卖交易
置换为美元，用于企业对外付
汇。该方案一方面盘活了企业
资产，另一方面在满足企业支付
结算需求的同时有效降低了融
资成本。

中信银行国际业务具有传
统优势，始终保持股份制商业银
行领头羊的市场地位，国际收支
量常年保持股份制银行第一。
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
2015年中信银行国际收支量为
2425亿美元，跨境人民币业务
收付汇量3537亿元，两项指标

均居股份制银行首位。此次获
奖是业界对中信银行国际业务
的认可，也是对我行发挥“外汇
资金交易”业务优势、着力推动
产品融合与组合创新这一综合
融资服务模式的充分认可。

《亚洲银行家》主办的“银行
家 之 选 （Banker’s Choice
Awards）”评奖是目前亚太地区
针对金融服务业最具声望、专业
性最强、覆盖范围最广的奖项之
一，奖项设置覆盖亚太及中东地
区200多家金融机构，受到国际
金融行业的广泛接受和认可。

4月QFII新开14个A股账户，连续52个月有新开账户

QFII首季增持，最爱饮酒玩机械
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对A股兴趣不减。根据中国结算的最新统计月

报，4月份，QFII在沪深两市新开了14个A股账户，据悉，这是QFII连续第52个
月有新开A股账户。外资如此钟情A股，那么他们看好哪些股票呢？随着2016
年一季报披露完毕，QFII对于A股的投资路径也逐渐浮出水面。 青年报记者 孙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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