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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报记者 吴缵超

本报讯 今年以来疯涨不停
的纸价，正应了一句成语“洛阳
纸贵”，几乎每个月可见纸企提
价的消息，而刚刚过去的一周，
据不完全统计，又有30多家纸
企或发出涨价函，或限量接单，
涨幅在4%-10%不等。

涨价和限单成为整个行业热
门词，纸价的上涨，造纸的原材料
废纸的价格也不断走高，据悉，一
些造纸企业短短半年时间，就把前
几年行业低迷的亏损全部抹平。

随着纸品价格上涨，让造纸
企业的利润也出现大幅攀升，青
山纸业预计，2017年上半年实现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增加1930%
左右；晨鸣纸业称，预计上半年
实现净利润约 17 亿元-18 亿
元，比上年同期增长81%-92%；
岳阳林纸预计，2017年上半年实
现净利润 7500 万元至 8500 万
元，同比增长450%-523%。

不过，造纸下游的印刷包装
厂，却面临进退两难的尴尬，从事
包装行业多年的市场人士说，从
来没有遇到过频率这么高的上
涨，因为纸品价格上涨频繁，造纸
厂跟下游包装生产企业采用阶段
性报价，不签长期合同，造纸企业
如今可以每个月报价多次，而下
游包装厂由于跟客户很多都是签
订的长期合同，面临亏损。

对此，分析人士指出，纸价
上涨一方面受原材料价格上涨、
进而导致造纸企业生产成本攀
升；另一方面则是近来环保督查
力度不减，高企的环保成本致使
中小造纸企业被迫停产限产，产
能退出致使原纸价格上涨。不
过，背后炒家也不可忽视。

上月，国家发改委官方网站
上就发布了一则对于17家造纸
企业实施价格垄断的处罚的消
息。据发改委官方网站披露，
2016年10月28日，富阳区造纸
协会组织浙江鸿昊、浙江新胜
大、浙江春胜、浙江三星纸业等
17家造纸企业召开行业会议，
共同协商上调卷筒白板纸价格，
并达成协议，并对涨价手法以及
协会后续监督进行了明确规
定。富阳区造纸协会要求协会
成员对价格调整自觉执行到位，
并分阶段对卷筒白板纸进行调
价，首次每吨上调200元，特殊
情况允许50元以内浮动，并要
求企业间相互监督，发现问题及
时通报协会秘书处，秘书处将按

“自律规则”进行检查和处理。
发改委以及当地物价局后

续对涉案企业销售情况进行核
实，各涉案企业均实施了关于上
调卷筒白板纸价格的垄断协议，
2016年1月至10月，涉案企业
的卷筒白板纸价格维持稳定，月
度均价为每吨2470元；2016年
11月，涉案企业均按照垄断协
议上调了销售价格，上调金额分
别为每吨70元至270元左右，月
度均价为每吨2640元；2016年
12月，涉案企业继续上调销售
价格，月度均价为每吨3049元，
比达成协议前每吨累计上涨
579元，累计上涨幅度约为23%。

发改委指导浙江省物价局
对杭州市富阳区造纸协会组织
17家造纸企业达成并实施卷筒
白板纸价格垄断协议一案作出
处理决定，对富阳区造纸协会依
法撤销登记，对17家企业罚款
778万元，而本轮纸价上涨主要
集中在以废纸为原料的瓦楞、白
板纸产品中。

青年报记者 吴缵超

本报讯 仅靠一款游戏“打”
天下，制作《宾果消消消》的柠檬
微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招股
说明书近期出现在证监会的官
网上。沾了消除游戏大热的光，
《宾果消消消》上线三年玩家累
计充值超过6.23亿元，不过，在
玩家爱好转变和游戏热点切换
速度越来越快的当下，与众多上
市公司不一样，一款游戏的成绩
单却实在难以消除其上市带来
的风险。

一季度收入来自一款游戏
柠檬微趣科技有限公司成

立于 2008 年 8 月，离开微软的
80后齐伟等出资设立的，成立
之初主要专注于社交平台的应
用开发，一年后转型专注社交游
戏领域，在推出几款游戏后，
2014 年 8 月，柠檬微趣推出了
《宾果消消消》，消除游戏大热，
快速带动了《宾果消消消》的收
入大增，2015年度、2016年度，
《宾果消消消》游戏收入占柠檬
微趣营业收入的比重分别为
94.65%、99.67%。到2016年时，
柠檬微趣已逐步停止其他游戏
的市场推广并将研发、推广等各
项资源向《宾果消消消》集中，
2017年第一季度，公司全部收
入均来自《宾果消消消》这一款
游戏，高达9062万元。

招股说明书显示，截至
2017 年 3 月 31 日，《宾果消消
消》累计注册用户数已超过
1.46亿，付费玩家数累计达到
669.46 万，玩家累计充值超过

6.23 亿元。不过，虽然 2017
年一季度平均月度活跃用户近
3200万人，《宾果消消消》的月
度付费人数及月度玩家人均付
费金额这两个指标和去年相比
均有所下降。《宾果消消消》的游
戏用户付费率也在逐年下降，已
经从2014年刚上线时的9.89%
降至2017年的1.95%。

目前消除类游戏中市场份
额较大的除了《宾果消消消》之
外，还有《开心消消乐》和《天天
爱消除》。值得一提的是，2016
年 11 月，柠檬微趣被制作了
《开心消消乐》的乐元素告上法
庭，乐元素指控柠檬微趣侵害其
商标权并存在不正当竞争行为，
因此索赔1000万元。然而在几
个月后，乐元素就向法院申请撤
诉，在此之后，《宾果消消乐》也
更名为《宾果消消消》。

专一玩家能让公司走多远？
对于仅靠一款游戏“打”天

下的柠檬微趣，冲刺IPO面对一
个不能回避问题是，《宾果消消
消》还能延续多久的风光，新产
品又是否能够帮助柠檬微趣持
续《宾果消消消》的成绩？市场
面对的未知数实在太多。

相比其他已上市的游戏公
司，并无只经营移动游戏业务的
公司，大多同时涵盖端游、页游、
手游业务，柠檬微趣目前主营一
款游戏《宾果消消消》，确实存在
收入过于单一的风险。

柠檬微趣在招股说明书中
坦承，公司如果未能及时对游戏
进行改良和升级，继续提升游戏
品质，将出现玩家粘性下降和玩

家流失；同时公司若无法发挥研
发优势和利用技术储备，不能提
前把握玩家偏好，加大研发投
入，成功开发并推广新的游戏产
品，满足游戏用户需求，将会对
公司的持续盈利造成重大不利
影响。

事实上，柠檬微趣计划借
IPO改变消除类游戏一家独大的
局面，而本次募资总额竟然高达
11.5亿元。

招股说明书显示，11.5亿
元中，除将约6819.01万元用于
补充营运资金外，柠檬微趣拟将
募集资金用于“移动游戏升级开
发与运营项目”、“移动游戏新产
品开发与运营项目”、“运营中心
建设项目”等五个项目。其中，
1.65亿元“升级项目”是对《宾
果消消消》持续的研发投入和升
级维护，在“新产品开发项目”
中，除2款消除类游戏外，公司
还计划开发2款休闲对战游戏
以及2款模拟经营游戏。

只是市场人士也表示，近年
来，移动游戏行业发展迅速，玩
家爱好转变和游戏热点切换速
度越来越快，移动游戏产品自身
具有一定的生命周期，游戏能否
满足玩家需求，提供良好的用户
体验，决定了一款游戏收入能否
保持增长，并影响游戏公司的经
营业绩和未来持续发展。

而柠檬微趣也承认，如果游
戏玩家对公司核心产品《宾果消
消消》等游戏的偏好发生变化，
而公司不能迅速推出受玩家喜
爱的新款游戏，并取得良好的市
场经营表现，则公司未来的经营
业绩将存在下滑的风险。

青年报记者 孙琪

本报讯 公募基金募集寒
冰期依旧未过，日前，国金基金
公司公告，国金鑫金灵活配置
混合型的基金合同不能生效，
这也是今年以来第四只募集失
败的公募基金。

监管新规影响显著
今年多只基金募集失败

公开资料显示，国金鑫金
灵活配置的募集期原本定为4
月28日至5月23日。此后，该
产品分别于 5 月 23 日、6 月 17
日分别发布了延长募集期的公
告，但延长募集期，仍未能改变
该基金募集失败的命运。截至
2017年7月27日基金募集期限
届满，该基金因未能满足《基金
合同》规定的基金备案的条件，
因此宣布《基金合同》不能生
效。

国金鑫金灵活配置募集失
败并非个案。今年4月29日，
嘉合基金公告称，旗下嘉合睿
金定期开放灵活配置未达到基
金合同生效条件，基金合同暂
不生效。而这是公募基金业19
年来首例新发基金募集合同未

生效的案例。此后，诺德天利、
摩根士丹利华鑫多元安享18个
月定期开放2只基金相继宣布
未能募集成功。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开放
式基金自基金份额发售之日起
3个月内，满足“基金募集份额
总额不少于2亿份、基金募集金
额不少于2亿元人民币、且基金
认购人数不少于 200 人”的条
件，即可决定停止基金发售，在
10 日内聘请法定验资机构验
资，在收到验资报告之日起10
日内可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
备案手续。但公募基金2亿份
额、200人的门槛执行多年，公
募界并未发生上述情形。

今年公募界罕见频现募集
失败和暂停发行的案例。业内
人士分析认为，在市场持续低
迷的背景下，或与3月17日出
台的基金发行新规有直接关
系。根据发行新规，基金产品
中单一客户持有占比需低于
50%。可能公募基金在筹措到
单笔大资金之后，在短时间内
很难再找到另一笔资金量与之
匹配的资金从而满足单一客户
占比低于50%的要求，无奈放弃
成立新品。

基金新品发售不易
存活也不易

对于投资者来说，投资募
集的新品损失应该不大。

按照基金招募说明书，如
果募集期限届满还没能达到基
金备案条件，基金管理人应当
以其固有资产承担因募集行为
而产生的债务和费用，在基金
募集期限届满后30日内返还投
资者已缴纳的款项，并加计银
行同期活期存款利息。此外，
在基金募集失败的情况下，基
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及销售
机构不得请求报酬，期间为基
金募集支付的费用由各方各自
承担。

值得注意的是，在资金压
力下，公募基金新品成立不易，
成立后日子也不好过。据统
计，截至8月7日，今年以来已
有36只基金公告清盘，清盘数
量再创出历史新高。有消息
称，部分基金公司为了尽快消
化“壳”基金而出新招，先成立，
随后就准备清盘。今年清盘的
基金中，有多只从成立到清盘
的间隔时间不到1年，间隔时间
最短的甚至不到半年。

青年报记者 吴缵超

本报讯 中信股份完成收购
麦当劳中国后，昨天新麦当劳中
国宣布未来五年销售额年均增
长率保持在两位数的目标，开设
新餐厅的速度将从每年约250
家逐步提升至每年约500家。

中信股份发布公告称，此前
公司联合凯雷拟最多161.41亿
港元收购麦当劳中国，所有先决
条件已获达成，收购事项已获得
监管批准，并于7月31日完成交
割，交易完成后，中信股份和中信
资本在新公司中将持有共52%的
控股权，凯雷和麦当劳分别持有
28%和20%的股权。新麦当劳中
国将成为麦当劳在美国以外最大
规模的特许经营商，运营和管理
中国内地约2500家麦当劳餐厅，
以及香港约240家麦当劳餐厅。

昨天，新麦当劳中国还提出

了未来五年销售额年均增长率
保持在两位数的目标。预计到
2022年底，中国内地麦当劳餐
厅将从2500家增加至4500家，
开设新餐厅的速度将从每年约
250 家逐步提升至每年约 500
家。届时，约45%的麦当劳餐厅
将位于三四线城市，超过75%的
餐厅将提供外送服务，“未来
2.0”餐厅覆盖率提升到逾90%，
为更多顾客提供数字化及人性
化的用餐体验。

在提及新麦当劳的菜单会
变得更本土化吗？新麦当劳中
国回应，麦当劳进入中国内地
27年以来，一直在进行菜单本
土化创新和优化，以后也一样。
例如针对中国顾客口味专门推
出的麦辣鸡腿堡、板烧鸡腿堡
等，更已成为麦当劳最受欢迎的
菜单，近年麦当劳也陆续推出了
粥、米饭等本土化的选择。

手游《宾果消消消》上线三年，运营公司累计收获玩家充值6.23亿元

一款游戏打天下 能长久吗？

基金发行新规出台近半年

今年已有四只公募基金募集失败

纸价连续上涨
造纸企业“借东风”抹平亏损

在中信股份完成对其收购后
新麦当劳加速本土化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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