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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
婚恋交友市场竞争格局正在发生变化，被称为主打90后婚恋交友平台的

友缘在线于近期更新了招股说明书，将冲击资本市场，此前世纪佳缘选择同
百合网合并，珍爱网也在不断寻求资本的力量做大。近年来，盈利模式单一、
用户体验不好等问题一直是婚恋网站备受诟病的地方。当90后，甚至95后
逐渐成为婚恋网站的主要目标人群时，其转型已成大势所趋。青年报记者 吴缵超

青年报记者 吴缵超

本报讯 农业银行推出大手
笔募资计划，称拟募集资金规模
不超过1000亿元，扣除相关发
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补充核心
一级资本。募集采用的是非公
开定增方式，对象分别为汇金公
司、财政部、中国烟草总公司、
上海海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中
维资本、中国烟草总公司湖北省
公司、新华保险等7家。

农业银行表示，非公开定增
完成后，农业银行净资产规模将
增加，短期内可能在一定程度上
摊薄本行净资产收益率。长期
看，募集资金用于支持农业银行
各项业务发展所产生的效益将
逐步显现，将进一步提升农业银
行每股净资产，有利于改善资本
结构，提高资本充足水平，增强
可持续发展能力。

同时农业银行发布业绩快
报 ，2017 年 实 现 营 业 收 入
5370.41亿元，同比增长6.13%；

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1929.62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4.90%。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为 14.57%，同比减少 0.57 个百
分点。不良贷款率为1.81%，同
比减少0.56个百分点。

虽然资产扩张速度有所放
缓，但稳健的资负结构下，农业
银行受监管冲击相对较小。另
外净息差改善，拨备水平提升，
2017 年 末 不 良 率 1.81% ，比
2016年末减少0.56个百分点，
资产质量预计出现较大幅度改
善，资产拨备覆盖率 208%，比
2016年末增加34.97个百分点。

华泰证券表示，农业银行资
本充足率偏低，2017年三季度
末为 13.4%，低于其他国有大
行。假设定增募资1000亿元，
以2017年三季度末资本数据静
态测算，可以提升资本充足率到
14.2%，接近工行、建行水平。
华泰证券预计此次定增将解决
业务发展的掣肘，打开资产投放
空间。

产品过于单一 社交软件或是潜在竞争对手

婚恋网站忙转型 目标盯上90后

农业银行公布定增计划
将向7家公司募集1000亿元

德国电气电子行业协会12
日公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德国
电气电子行业营业额创历史纪录，
中国继续作为其最大出口市场。

数据显示，去年德国电气电
子行业营业额增长7.2%，达到创
纪录的1913亿欧元。其中，德
国国内营业额增长5.4%，达915
亿欧元；国外营业额增长8.8%，
达998亿欧元。

去年，德国电气电子行业对

中国出口额大幅增加17.4%，达
191亿欧元，中国保持德国该行
业最大出口市场地位。

德国联邦外贸与投资署专
家马克斯·米尔布雷特说：“中国
是德国电气电子行业最大的贸
易伙伴。在电动汽车、可再生能
源和‘工业4.0’领域，两国相互
提供了巨大的商机，未来双方在
电气电子行业的投资和经济关
系将进一步加强。”据新华社电

13 日召开的 2018 年上海
市国资国企工作会议显示，截至
2017年底，上海地方国有企业
资产总额超过18万亿元。今年
上海将深化国资管理创新，带动
国企改革发展。明确质量目标，
着力做强做优做大国有资本。

据了解，2017年上海地方
国有企业实现营业收入 3.2 万
亿元，同比增长7.8%。利润总额
3430亿元，同比增长10.2%。实
体 企 业 平 均 资 产 负 债 率 为
58.5%，下降0.6个百分点。上汽
集团、浦发银行、中国太保、绿地
集团4家企业进入世界500强行
列。上港集团、申通地铁、上海
机场集团、锦江国际4家企业进
入全球行业前五。

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国资
委主任宋依佳表示，今年上海国
资将完善科学评价体系，包括以
净资产收益率、净资产增值率为
重点的资本回报体系。加强经
营风险防控，进一步规范企业金

融牌照业务，加强对实体企业与
主业无关的类金融业务管控。

借助资本市场推进国企混
改，一直是上海国资的特点。截
至2017年底，整体和核心业务
资产上市的企业，已占到上海竞
争类国企总数的2/3。在此基础
上，上海国资委提出，今年将加
大对新兴产业企业进入资本市
场的培育、指导和服务，支持企
业多地多层次上市，指导企业加
强市值管理，研究探索优先股、
特殊管理股制度。

此外，上海国资委表示，今
年将完善国有创投企业市场化
运作实施细则，探索建立科技
成果、知识产权归属和利益分
享机制。

今年上海还将进一步完善
国资流动平台的运作机制，增强
其资本运营功能。同时，制定国
资委监管企业投资监管办法，聚
焦大额资金、境外投资和存续资
产。 据新华社电

上海地方国资总量破18万亿元
今年将深化国资管理创新

中国保持德国电气电子产品
最大出口市场

友缘在线披露的招股书可
以一窥婚恋交友平台目前的现
状。友缘在线是在线婚恋交友
行业中最早基于移动互联网的
婚恋交友平台之一，其营业收入
主要来源于2008年上线的有缘
网，目前有缘网收入占比缓慢下
降，主要原因系有缘网产品推出
至今已10年，产品形态、用户体
验等均受到市场同类产品的竞
争，用户有所分流，活跃用户数
等指标出现下降，收入占比从
2015 年的 73.29%下降至 2017
年的60.98%。

为了抵消有缘网营收能力
下降的风险，针对年轻用户群体
的交友需求，友缘在线于近几年
先后推出“约会吧”、“单身交友”、

“快约爱”等多款新产品。友缘在
线于2013年推出“约会吧”，相较

于有缘网，“约会吧”新增了不同
交友环境下的各类约会场景，能
够较快的降低男女用户的沟通障
碍，制造聊天话题，自上线以来约
会 吧 收 入 占 比 从 2015 年 的
14.58%上升至2017年的20.60%，
但占比上升速度并不明显。

根据第三方易观智库发布
的《2017中国互联网婚恋交友
服务年度分析》报告，评价友缘
在线认为其坚持做年轻人婚恋，
满足90后年轻用户不同的婚恋
需求。2017年，友缘在线平均
月度活跃用户数近500万。但
在招股书中，友缘在线也提示，
虽然目前公司不断通过研发新
的具有代表性的婚恋交友产品
来抵消现有产品营收能力下降
的风险，但仍存在因单一产品过
早或过快衰退造成经营业绩下

降的风险。
有观点认为，毕竟对于婚恋

网站来说，本质上还是交友模
式。但与纯粹的社交平台陌陌、
探探相比，优势并不明显。当
90后，甚至95后逐渐成为婚恋
产品的主要目标人群时，这样的
差距会更加明显。

友缘在线婚恋交友服务采
取“阻断沟通”的模式，即男女用
户可以免费使用浏览、打招呼等
浅层次的沟通服务，若需进行写
信等深层次的交流，用户则需购
买公司的付费服务。友缘在线
也承认，除在线婚恋交友服务提
供商外，社交平台的发展对公司
所处婚恋交友行业也有所冲击，
如微信、QQ等社交平台未来推
出与婚恋交友相关业务，可能会
对公司业务发展产生较大冲击。

根 据 易 观 智 库 发 布 的
《2017中国互联网婚恋交友服
务年度分析》，2016年中国整体
婚恋交友市场规模达到86.8亿
元，互联网婚恋市场渗透率达到
39.3%。预计 2019 年中国整体
婚恋交友市场规模将增长至
99.5亿元，互联网婚恋市场渗透
率将进一步提升至51.8%。

蛋糕是有，但不见得人人都
能吃到。各家婚恋网站都在尝
试发展其他业务。比如2015年
8月，友缘在线成立北京缘博，
该子公司主要负责在线婚庆业
务，在线婚庆软件产品的研发和
推广。与此同时，友缘在线还持
有启宸创想40%的股权，该公司

的主营业务同样为提供在线婚
庆服务，值得一提的是，在2017
年度，北京缘博同启宸创想均出
现了亏损。2016 年 8 月，友缘
在线成立结婚事业部，开发了婚
庆服务平台“梦婚礼APP”。“梦
婚礼APP”旨在解决用户办婚礼

“获取信息难、选择难、决策难”
的痛点问题，通过聚合与结婚相
关的案例、攻略、商家信息等内
容，帮助用户解决筹备婚礼过程
中的信息匹配、商家选择、婚礼
方案设计等问题。但业务的多
元化尚未给友缘在线带来业绩
上的增长。2017年友缘在线的
营业收入为6.07亿元，较2016
年度有所下降。

易观智库的报告认为，婚恋
全产业链建设还有很长的路要
走，婚礼服务自营投入太大，缺
乏实操经验的婚介服务商最优
方式是选择投资并购，去整合现
有婚礼行业分散的优秀服务品
牌，但这种方式营收能力受限。
情感咨询业务刚起步，面临经验
与垂直领域竞争，且来自上游的
转化能力有限，婚恋交友服务品
牌影响力

对业务发展存在影响。婚
恋交友服务品牌影响力对房产
业务的用户导向性较弱，需用
创新方式拓展房产市场，服务
间可能导流的一些方式可成为
探索点。

婚恋全产业链路不好走

同类竞争加剧收入占比下降

婚恋全产业链建设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青年报资料图 记者 吴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