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危秋洁赴日旅行
失联时间轴

7月18日
早上7点经天津

飞往日本函馆

7月19日
小樽游玩泡温泉

（有和家人联络，群里
发图）

7月20日
小樽游玩（群里

报平安）

7月21日
美瑛游玩（微博

发图，群里报平安）

7月22日
早晨出发（原计

划去富良野、旭川），
晚上未回酒店

7月23日
凌 晨 在 微 博 点

赞，祝福孙燕姿生日，
未回酒店，未联系亲人

7月24日
呼叫无应答，微

信无法联系上，家人、
朋友联系无应答

7月25日
原计划当日中午

直飞上海，未登机

7月26日
截至 26 日晚 11

点，危秋洁仍下落不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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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危秋洁的家人称，
危秋洁在独自前往

日本札幌旅游后，于7月22
日与家人失去联系，截至7月
26日已达4天，目前其家人
正在寻求来自社会各界的帮
助，寻找危秋洁。

抵日后
曾每天和家人联系
报平安

据危秋洁的父亲讲述，危
秋洁18日先是到福州，再由
天津飞往日本北海道函馆机
场。女儿没有跟团，而是自己
制定了旅游计划，原计划将在
7月25日回国。他告诉媒体，
女儿在7月21日下午四五点
钟的时候，和自己发过微信，
这是女儿失联前最后一次和
自己联系。

据《南方都市报》报道，7
月22日早上，危秋洁从札幌
OCHO旅馆出发后未再回旅
馆，至今其朋友和家人均未能
与其联系上。

危秋洁在福建的朋友发
布的微信朋友圈显示，旅馆
已于23日报警处理，但还未
有进一步消息。经查询，危
秋洁原本应在25日下午5点
乘坐直飞上海的航班，航空
公司也证实其没有登机也没
有改签，在出入境处也没有其
入境记录。

而旅馆的监控显示，危秋
洁22号离开后就再也没有回
来，她的行李至今仍在旅馆。

目前危秋洁家里人已经
联系了中国驻札幌的领事
馆，领事馆回复称已经和当
地警方进行了交涉。目前危
秋洁父亲和家人正在办理去
日本的手续。危秋洁的弟弟
说，家人通过加急通道办理
的赴日手续，最快明天就能
拿到。

据危秋洁弟弟介绍，其失
联前每天都会和家人报平安，
危秋洁的父亲也表示，自女儿
18日到达日本后，每天游玩
都是在下午6点回到酒店。

据中国驻札幌总领事馆通报，一名年轻的中国籍女性在北海道失联。她于18日独自从福建前
往日本北海道旅行，22日与家人失去联系。中国驻札幌总领事馆得知该信息后，立即与当地警方联
系，要求展开全力搜寻，发现相关线索立即通知中国驻札幌总领事馆及失联中国公民家属。

失联女孩名叫危秋洁，福建人，今年上半年在当地南平邵武市实验小学实习，经过考试，今年暑
假过后将成为一名正式教师。

她的失联，距离福建姐妹花在日本横滨发现被害，仅过去半个多月；距离中国访问学者章莹颖在
美国失踪，仅过去了一个多月。

危秋洁，无论你在哪里，赶快回家。

福建女老师独游日本
家人称已失联4天
同学称其喜欢看日本悬疑小说

危秋洁，你在哪里？

据了解，危秋洁目前在福建省邵
武市实验小学新天地分校担任语文老
师，是一位90后老师，在学校里面和
学生相处得非常好。平常喜欢看美
剧、电影、玩微博，爱好摄影。

此外，浏览她的微博后可以看到，
她还曾转发了一些有关日本悬疑小说
以及日本作家的相关内容。

危秋洁的大学好友透露，危秋洁
喜欢日本文化，尤其是日本的悬疑小

说和恐怖片，自大学时期就经常一个
人出去旅行，喜欢独自出行，此前并没
有发生过类似事件，她是一个有意识
在出游期间与大家保持联系的人。

这名好友表示，未听说过危秋洁
在日本有朋友；危秋洁的父亲和弟弟
也称，没有听说她在日本有任何朋友
或者网友。

而危秋洁弟弟则说，危秋洁原计
划22日去旭川和富良野游玩。

7 月 23 日，危秋洁还在微博点
赞。此外，从危秋洁的微博上可以看
到，在23日零点01分，她还通过生日
动态为明星孙燕姿的生日送上祝
福。另一则微博则是在21日下午两
点半左右，她分享了自己在札幌拍摄
的照片。

“7月25号是姐姐的回国日期，目
前日本警方那边还没有任何消息，我
们在国内也报警了。”危秋洁的弟弟表

示，姐姐及家人在日本并没有认识的
人，所以排除姐姐离开宾馆到亲戚或
朋友家暂住的可能。

“失踪前一切正常，没说过什么特
别的话”危秋洁弟弟告诉媒体记者。
而危秋洁的一位多年好友则称，“21
号晚上7点她还在群里说，日本有很
多中国人，在车站可以帮她指路”。

危秋洁弟弟表示，其父亲正在向
银行申请查询刷卡记录，还未有结果。

从危秋洁的弟弟提供的危秋洁填
写的签证申请表可以看出，她在日本
的行程，是从7月18日至7月25日一
共8天。

危秋洁的好友卢慧婷则告诉媒
体，7月22日早上，危秋洁从日本札幌
OCHO 旅馆只带了手机和 iPAD 外
出。根据旅店老板提供的照片，危秋

洁的行李仍留在旅馆的房间中。
而危秋洁失联前最后出现在札幌

OCHO客栈。
危秋洁的弟弟告诉媒体，他的姐

姐从18日到达札幌到22日失去联系
期间，曾先后居住过三间旅馆：在18
日到达札幌后，危秋洁住的第一间宾
馆叫henmi ryokan。这家宾馆称，危
秋洁在19日上午离开酒店，只住了一
晚，就再也没有回到过酒店，她在出门
的时候是一个人，没在宾馆吃饭，行李
也不多。因为是旅馆，所以他们没有
资格问客人去哪里，对其去往的地方
不得而知。目前也尚没有警察与他们
联系过，但其后，有自称是危家人的人
也曾与他们进行过联系，询问危的相
关情况，但危秋洁的弟弟称，他和他的
家人并未致电过这家酒店。

而札幌OCHO客栈则称，危秋洁
20日中午12点半到达客栈，调取酒店
监控录像后发现，危秋洁是22日早晨
7点39分离开的。

老板称自己已经报警，警方于25
日曾来宾馆调查过一次情况，26日上
午又来过一次。

中国驻札幌总领事馆：

要求日本警方
展开全力搜寻

目前，中国驻札幌总领事馆
已与当地警方联系，要求展开全
力搜寻，发现相关线索立即通知
中国驻札幌总领事馆及失联中国
公民家属。

中国驻日本札幌总领事馆工
作人员表示，危秋洁具体失联地点
还不太确认，日本警方也派出了警
员进行调查，但目前还没有进一步
消息。

“北海道不像东京等大城市，
人员没有那么密集，我们将随时跟
警方保持沟通。”中国驻日本札幌
总领事馆工作人员说。

截至昨晚11点，危秋洁仍下
落不明，其家人好友十分担心和焦
急。希望任何能提供线索的人联
系其家人，帮助女孩早日回家。

危秋洁爸爸联系方式：
137-0690-7918，
180-3972-2199
危秋洁弟弟：
186-4994-9070
中国驻日本札幌总领事馆：
011-5635563

本组稿件综合《南方都市报》、
《法制晚报》、国际台、澎湃新闻、
《海峡都市报》等

失联前 带了手机外出，行李在酒店

23日还在微博上点赞，为孙燕姿送上生日祝福失联后

好友爆料 她喜欢日本文化，尤其是悬疑小说和恐怖片

“善心汇”成员非法聚集
63人涉嫌犯罪被刑事拘留

记者26日晚从北京警方获悉，
近日部分“善心汇”成员在京非法聚
集事件中，63名涉嫌妨害社会管理
秩序的犯罪嫌疑人被警方刑事拘
留，4人被治安拘留。

北京警方通报，针对近日部分
“善心汇”成员被煽动来京非法聚集
一事，公安机关迅速行动，有效维护
现场秩序，确保首都稳定和群众安
全。对个别挑头闹事、拒不服从警
方管理的人员依法强制带离审查。
截至7月26日，63名犯罪嫌疑人因
涉嫌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犯罪被刑事
拘留，4名违法行为人因扰乱公共
场所秩序被治安拘留。

警方表示，工作中坚持“教育与
处罚”相结合的原则，对情节轻微、
危害不大、悔罪态度好的违法人员，
进行法制教育后释放；对实施组织、
策划、煽动等行为的主要嫌疑人，依
法予以打击。首都警方将持续维护
良好社会秩序，最大限度保护人民
群众合法权益，对任何触犯法律的
违法犯罪行为，都将依法严厉打
击。 据新华社

美国会推新制裁
俄、伊强势回应

美国国会众议院25日以接近
全票的结果通过了对俄罗斯、伊朗
和朝鲜三国的制裁议案。

俄罗斯和伊朗26日分别予以
回应。俄外交部副部长谢尔盖·里
亚布科夫表示，这一议案或将“破坏
俄美关系‘正常化’的可能性”。伊
朗总统哈桑·鲁哈尼则称，伊朗将以
同样方式回应任何违反伊朗核协议
的行为。

就对俄制裁部分，制裁议案要
求现任美国总统支持其上台之前美
国已经实施的制裁，并填补“漏洞”
以使先前制裁效果最大化；对俄银
行和能源企业交易追加限制；禁止
对俄提供、出口或再出口可用于深
海、北极海上钻探和页岩项目的物
资、服务与技术等。

依据议案，在对俄制裁上，美国
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如果想要暂停
或终止任一制裁，都必须向国会提
交报告予以解释，国会在接到报告
后有30天时间决定同意还是反对。

按照美国立法程序，众议院通
过的这一议案还需提交参议院表
决，最终由总统决定是否批准。

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里亚布科
夫26日表示，俄方已多次警告，就
美方对俄的任何新制裁，俄方不会

“置之不理”。
与此同时，欧盟26日对美方议

案可能影响欧盟成员国商业利益表
示担忧。 据新华社

失联的女孩危秋洁。

行李完好放在旅馆房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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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确“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
用来炒的”这一根本定位下，日前又
传出强烈信号：强调要稳定房地产市
场，坚持政策连续性稳定性，加快建
立长效机制。而且近来住建部等9部
委也联合发文，将12个城市作为首批
开展住房租赁的试点。可以看出，从
顶层设计到政策落地，都透出房地产
长效调控机制正在做细做实阶段。
同时，房地产行业融资渠道正在日益
收紧。在此大背景下，500强排名刚
刚较上一年提升158位的中国恒大，

于7月25日公布的2017年上半年的
业绩预告，恒大在实现盈利大幅增长
的同时，负债率大幅下降，探究两大
关键指标“一增一降”背后的深层次
原因，无疑会对2017年下半年产生
指引性的作用。

有数据显示，2016年恒大销售面
积 4469 万平方米，同比大幅增长
75.2%，销售金额3734亿，同比增长
85%。方正证券首席分析师发布研报
则进一步指出，恒大是行业集中度快速
提升的最大受益者，在销售领跑的同

时，前六月权益销售2292亿也是行业
第一。恒大销售大幅增加，带动2017
年上半年交楼面积大幅增长，因此利润
大涨。其次，恒大今年上半年净利润增
至去年同期3倍左右，还有一个重要原
因在于，恒大在设计、招标、销售等环
节，全力打造环节精品。按要求，施工
单位必须为全国前十强，所用材料均为
国内外知名品牌，园林环境均按豪宅标
准设计，并通过配套先行、升级物业服
务、完善售后等措施，不断提升产品附
加值。

半年净利润预增两倍 揭开恒大高质量增长之谜

7 月末，又到了上市
房企陆续提交上半年成
绩单的时候。7月25日，
中国恒大发布的 2017 年
上半年业绩预告引发各
方关注。公告披露的内
容显示，恒大去年上半
年净利润为 71.27 亿，上
半年未经审计的盈利同
比增长两倍左右，据此
估算今年上半年净利润
将增至 214 亿左右，这一
数字甚至比恒大过去任
何一年的全年净利润还
要高。

毫无疑问，这不仅是
恒大上市以来取得的最
好，做好后半年业绩，也
创下国内上市房企半年
净利润最高纪录。对此，
有业内人士分析认为，恒
大上半年盈利大增并非
偶然，这与恒大战略重心
调整密切相关。在去年
规模登顶后，许家印提出

“规模适度增长，重点注
重增长质量，增加效益”
的战略，公司步入利润高
增长周期。

通过梳理，不难看出，在净
利润大幅上涨的同时，恒大通
过做“加减法”的方式，推动另
一大关键指标负债率迅速下
降。摩根士丹利、美银美林、
野村证券等国际大行均预测，
恒大负债率有望下降一半左
右。“加法”方面，恒大成功引
入了700 亿战略投资，投资者
包括中信、中融、华信等实力
雄厚的央企、国企、大型金融
机构及战略合作伙伴。这些央
企、国企、大型金融机构及战
略合作伙伴的入股，显示了对
恒大发展前景的认可，极大增
厚了恒大的净资产。加上利润
的大幅上涨，更实现净资产的
大幅增厚。

此外，在“减法”方面，今年
年初恒大明确提出今年将偿还
70%的永续债。截止到 2017
年 6 月 30 日，恒大已经 100%
赎回了1129亿元的永续债，表
明其降低杠杆的决心和企业实
力。根据公告，中国恒大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预期
也将取得大幅增长。主要在
于，公司在上半年赎回了全部
的永续债券，此类债券尽管在
会计核算上计入权益，但其要
求的利息回报通常较高。超市

场预期的盈利增长，直接催化
了股价。7 月 26 日恒大收报
20.90港元，涨幅18.08%，市值
达到 2730 亿港元。当天最高
价21.00港元，创历史新高。

恒大盈喜公布后，国际大行
纷纷发布研报。美林美银认为，
恒大上半年净利润将增长到去
年同期三倍，同时负债率将大幅
下降，预计全年销售将超5000
亿，未来拥有更好的盈利能力，
给予买入评级，目标价22.5港
元。中银国际则认为，市场此前
严重低估了恒大2017年的收入
水平，也严重低估了公司的毛利
率水平，公司全部赎回永续债对
利润的释放程度也未完全料
到。由于公司净利润大幅增长，
给予NAV 38.23港元，目标价
22.94港元，评级由买入上调为
强烈买入。值得一提的是，半年
内净利润与负债率“一增一降”，
反映出恒大“增效益去杠杆”的
战略调整初见成效。法国巴黎
银行对此认为，这将使公司利润
进 一 步 释 放 ，预 计 恒 大
2017-2019年的利润将继续有
重大提升。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杨弘农 雷朋

“增效益去杠杆”初见成效
2017-2019恒大利润有望继续提升

据中国恒大25日披露的公告内
容，受销售、交付物业面积增加的推
动，中国恒大预计2017年上半年未
经审计的净利润将为去年同期的3倍
左右。资料显示，去年同期，中国恒
大的净利润约为71.27亿元，按此计
算，今年上半年的净利润预计为214
亿左右。“恒大上半年盈利大增并非
偶然，这与恒大战略重心调整密切相
关。在去年规模登顶后，许家印提出

“规模适度增长，重点注重增长质量，
增加效益”的战略，公司步入利润高
增长周期。”对此，有业内人士指出，
许家印在年初讲话曾提出“规模适度

增长，重点注重增长质量，增加效益”
的战略，并表示净利润率将以每年
2-3% 的 增 速 提 升 ，今 年 将 达 到
9-10%。为此，恒大多措并举，提升
服务效益以及降低营销、管理和财务
费用等，进一步降低了成本，带动净
利润显著提升。

值得注意的是，销售高增长带来
营业收入的快速提升，数据显示2016
年恒大销售金额3734亿，同比增长
85.4%。销售额的大幅增长，为恒大
储备丰厚的未结转收入。年报显示，
截至去年末，恒大账面拥有预收账款
1949.61亿，大部分将在今年转化为

收入，基本锁定公司今年营业收入的
高增长。今年上半年，恒大实现销售
2440.9亿，同比增72%。多家投行预
计恒大今年销售有望突破5000亿，
这将推动其利润总额大幅增长。有
资料显示2016年恒大营销及管理费
用率较2015年下降2.5个百分点，今
年可望进一步下降。此外，上半年恒
大进行了一系列低息换高息的债务
调整，发行最低利率6.25%的美元债，
进一步降低财务成本。加上其坚持
多年的标准化运营模式，“恒大成本
控制能力业内首屈一指”，有业内人
士表示。

净利润同比增两倍
创上半年上市房企最高纪录

实现盈利大幅增长
恒大负债率大幅下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