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足
彩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4场进球第18061期：
31121331
中国体育彩票足球6场半全场第18061期：
330010333310

体彩
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第18049

期开奖结果：04、07、09、10、13、06、12，一
等奖0注，一等奖追加0注，派奖0注。二
等奖63注，每注奖金147438元。二等
奖追加31注，每注奖金88462元；三等奖
627注，每注奖金5554元。三等奖追加
359注，每注奖金3332元。（53.68亿元滚
入下期奖池，下期一等奖派奖奖金2000
万元）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3第18113期开
奖结果：798 直选：2655（109）注，每注奖
金 1040 元；组选 3：0 注，每注奖金 346
元；组选6：5609（274）注，每注奖金173
元。（639.6万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中国体育彩票排列5第18113期开
奖结果：79838 一等奖：53注，每注奖金
10万元。（2.18亿元奖金滚入下期奖池）

C17 27
多云，早晚有分散性阵雨
偏北风1- 3级

C17 29
多云
偏北风1- 3级

知冷暖
成都市区天气情况

省内主要城市今明两日天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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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15时）
AQI指数 97 空气质量 良
优：马尔康、康定、巴中
良：雅安、眉山、内江、广安、泸州、达
州、遂宁、南充、资阳、绵阳、宜宾、攀
枝花、广元、西昌
轻度污染：自贡、乐山、德阳

4月30日空气质量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78—108
空气质量等级 良至轻度污染
全省区域
盆地西部大部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
盆地南部部分城市为良至轻度污染；
盆地其余城市为优或良；
攀西地区和川西高原大部城市为优或良。
全省首要污染物以臭氧为主。
杜江茜（数据来源：各地环保部门官方网站）

5月1日空气质量预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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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呼吸
30日空气质量
成都（15时）AQI指数 空气质量 良
优：
良:
轻度污染:
1日空气质量预报
成都主城区
AQI指数 空气质量等级 良至轻度污染
全省区域

杜江茜（数据来源：各地环保部门官方网站）

据新华社报道，自5月1日起,沪港
通、深港通每日额度将扩大四倍。这也
意味着，沪股通、深股通每日额度将由
130亿元调整为520亿元，港股通每日
额度由105亿元调整为420亿元。

星石投资合伙人、首席策略师刘可
认为，内地、香港互联互通每日交易额度
提升四倍，有助于扩大外资流入A股。

事实上，近年来海外投资者投资A
股的途径不断丰富。目前已有的路径
包括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人民
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沪港
通和深港通等渠道，由于交易便利和制
度相对灵活，沪港通和深港通已是外资
配置A股的主要途径之一。

近期，北上资金加快了A股布局的
步伐。有统计显示，4月以来，通过互联
互通机制从香港流入内地股票的净外资
已超过370亿元人民币，是上月总数的
三倍，并扭转了2月份的净流出状况。

前海开源基金董事总经理、首席经
济学家杨德龙表示，外资的大量流入给
我们带来了深刻的启示。外资往往盯
住股票的投资价值，而不太在意短期的
市场波动，这些外资真正坚守了价值投
资理念。

有业内人士认为，外资提前布局A
股是看中了A股将于6月纳入明晟指
数（MSCI）的潜力。

瑞银证券中国首席策略分析师高
挺表示，互联互通额度的扩大将减轻国
际资金对资本流动管制的担忧，特别是
再过几周MSCI主要指数即将把A股
纳入其中，在纳入比例为5%的情况下，
将吸引185亿美元流入A股市场。

“重要的是，随着流入管制的减少，
A股在MSCI指数中的权重未来也可
能逐渐上调，届时全球投资者将对A股
产生较大的影响，例如蓝筹和低风险高
质量股票可能会受到青睐。”高挺说。

养老金到账 沪港通扩容
五一休市期间利好不断

五一假期，国内投资者重点关注的美欧市场仍正常交易，期间也有些较为重要的经济数据、资金面消息陆
续发布。从目前发布的消息来看，五一假期期间利好不断。

人社部在通报2018年第一季度工作进展情况时表示，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投资运营稳步推进，截至3月底，
3066.5亿元资金已经到账并开始投资。4月30日，香港恒指全天走高，收涨1.7%，为逾一个半月来的最大涨幅，
内地金融股大涨。同时港媒报道称，小米可能在本周申请在香港IPO。而另一大利好是，五一假期结束后，沪港
通、深港通、港股通每日的额度都将扩大四倍，这意味着资金进出A股更方便了。

137家公司亏损过亿
乐视网成“亏损王”

统计显示，目前A股3513家上市公司
中，除9家公司因自身原因未披露年报外，
有220家公司2017年净利润为负，数量与
2016年基本持平，合计亏掉1221元。

回顾过去十年，这已经是A股连续第
三次上市公司合计亏损额超千亿了。

与2016年相比，2017年“亏损亿元俱
乐部”成员明显增多，从2016年的25家扩
容至2017年的137家，增长5倍之余。

其中，8成公司今年以来股价下跌，6
家公司股价腰斩，ST保千里跌幅甚至高
达84%。数据显示，2017年ST保千里亏
损77亿元，但其总资产仅20亿元。

与往年钢铁、航运等周期股这些亏损
大户不同，2017年十大“亏损王”都是近
几年大热的传媒、新能源汽车、锂电池、通
信等行业公司，如乐视网、盐湖股份、*ST
大唐。

值得一提的是，2008年以来年度亏
损过百亿的案例并不多，而2017年就占
了两个。除了乐视网亏损139亿外，*ST
油服亏损额也高达106亿，这也是*ST油
服连续第二年亏损过百亿。

进一步分析220家亏损公司的行业
特征，只有银行、钢铁行业无一亏损。亏
损公司家数最多的是化工(18家)、机械设
备(17家)、电子(14家)等行业。

从亏损面(亏损家数占行业内公司总
数的比例)来看，采掘、建筑材料、通信、休
闲服务、农林牧渔、综合类等6个行业，亏
损面均超过10%。

受乐视网拖累，传媒成为亏损金额最
多的行业。11家A股传媒类上市公司
2017一共亏掉182亿元，相当乐视网的最
新总市值。

谨防踩雷！
107只股票连续隐形亏损

业绩披露结束，又有不少公司要“披
星戴帽”了，一次或情有可原，可是反复被
ST(*ST)的公司投资者还是要小心了。

据统计，在已披露去年年报的上市公
司中，2016年、2017年连续两年亏损的上
市公司有39家，其中有几家上市公司不
断在“戴帽”与“脱帽”之间徘徊。

如厦华电子、皇台酒业、狮头股份、东
北电气等公司，上市以来已经被ST(*ST)4
次，除东北电气外其他3家公司近5年净
利润均有4年为负。

再如2012年“借壳”上市的海润光
伏，从2013年开始，除2015年因非经常
性损益项目实现盈利外，亏损额逐年扩
大，2017年已达24亿元。*ST海润停牌
前股价仅0.87元，若连续20个交易日(不
包含停牌日)的收盘价均低于股票面值，
将被终止上市。

虽然财报数据亮眼，但是投资者还是
得擦亮眼睛识别那些业绩掺水份的公司！

据统计，在3283家盈利的上市公司
中，有284家业绩掺杂水分，扣非净利润
为负。其中机械设备行业就有44家，电
子19家，化工、农林牧渔、综合均有16家。

这284家上市公司中，中联重科的非
经常性损益项目合计最高，达92.82亿元，
扣非净利润为-79.5亿元。深康佳A的非
经常性损益也超过50亿元。

时间拉长来看，连续两年隐形亏损的
上市公司也有107家，若无各项补贴、投
资收益等等，可能就要被ST了。其中，有
38家在2018年一季度还在继续亏损，7
家公司一季度亏损过亿，有华东科技、同
方股份这样的科技股，也有房地产公司嘉
凯城。 据《21世纪经济报道》

各行业“亏损王”曝光！
38家公司连续两年隐形亏损

“只有退潮了，才知道谁在裸泳。”
伴随着2017年A股上市公司年报的正式收官，乐视网以139亿元的亏损额登

顶新的“亏损王”。过去一年不仅亏掉了7年净利润，乐视网2018年一季度再亏3亿
元，退市风险隐现。二级市场上，今年以来乐视网市值蒸发7成，令投资者损失惨重。

包括乐视网在内，一共有220家A股上市公司2017年年报业绩亏损，此外还有38
家公司连续两年隐形亏损且2018年一季度继续亏损。业绩地雷随时都可能引爆，你
躲过了么？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在通报
2018年第一季度人社工作进展情况时
表示，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投资运营稳
步推进，截至3月底，3066.5亿元资金
已经到账并开始投资。对此，英大证
券首席经济学家李大霄表示，这是在
市场风雨飘摇中一个重要的信号、或
者是希望出现了，将会给A股带来很
好的作用。

人社部透露，截至3月底，北京、山
西、上海等12个省(区、市)政府与社保
基金理事会签署委托投资合同，合同总
金额4750亿元，其中3066.5亿元资金
已经到账并开始投资。

对于下一步工作安排，人社部表
示，要加强基金投资和监督管理。进一
步做好社保基金风险防控工作。分类
推进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投资运营，推动
各省(区、市)全面启动城乡居民养老保
险基金委托投资。

李大霄对记者表示，这是养老金
大规模入市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中国
证券市场的一个新的阶段已开启了。
养老金入市以前仅仅是试点，没有正
式或者没有像现在这样的大规模。现
在的规模明显扩大了，这是标志养老

金入市的一个新阶段，中国股市迈进
了一个可以说是接纳养老金的初步成
熟的开端。以前股市不接纳养老金，
大部分都是散户的钱，没有机构投资
者市场就不会稳定。3066亿养老金
到账并开始投资，表明市场已经具备
养老金大规模投资的新的阶段。在这
个阶段，随着以养老金为代表的机构
投资者逐渐增加份额，机构跟散户的
比例有可能发生改变，机构投资者的
份额在A股市场将明显增加。

李大霄认为，养老金入市将会带来
给A股很好的作用。一个是市场稳定，
一个是提供了长期的资金来源。养老
金不是一个短期资金，而是一个稍微长
期的资金，不像散户那样短线频繁地进
出。养老金和资本市场是良性互动的
关系，养老金给资本市场带来了长期稳
定的增量资金，资本市场给养老金的保
值增值提供了很好的场所，双方的结合
是良性互动的关系也是互惠互利的关
系，所以养老金入市对市场稳定有非常
重要的推动作用。李大霄称“在悲观
中，不要绝望，曙光就在前头，好股票总
会发光的。”
综合新华社、《大众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沪港通、深港通、港股通额度扩大四倍

3066亿养老金到账开始投资

证监会：
允许外资控股合资券商

证监会29日发布《外商投资证券公
司管理办法》，允许外资控股合资证券公
司。即日起，符合条件的境外投资者可
根据相关规定向证监会提交变更公司实
际控制人或者设立合资证券公司的申请
材料。

办法修订内容主要涉及五个方面：
一是允许外资控股合资证券公司。

合资证券公司的境内股东条件与其他证
券公司的股东条件一致；体现外资由参
转控，将名称由《外资参股证券公司设立
规则》改为《外商投资证券公司管理办
法》。

二是逐步放开合资证券公司业务范
围。允许新设合资证券公司根据自身情
况，依法有序申请证券业务，初始业务范
围需与控股股东或者第一大股东的证券
业务经验相匹配。

三是统一外资持有上市和非上市两
类证券公司股权的比例。将全部境外投
资者持有上市内资证券公司股份的比例
调整为“应当符合国家关于证券业对外
开放的安排”。

四是完善境外股东条件。境外股东
须为金融机构，且具有良好的国际声誉
和经营业绩，近3年业务规模、收入、利润
居于国际前列，近3年长期信用均保持在
高水平。

五是明确境内股东的实际控制人身
份变更导致内资证券公司性质变更相关
政策。 据新华社

制图 杨仕成

制图 杨仕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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