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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亚庆院今年国企
利润增长势头很好
导报讯

ECONOMIC HERALD

国务院国资委主任肖

亚庆 5 日表示：
“推动国企市值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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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八味

“追梦”艺考：
账单不是小数目
一名考生的心里话要要
要野真不想再考了冶
◆导报记者

戚晨

的文化课成绩即可完成 “名校梦”，或

济南报道

理，
会以优质资产注入上市公司为主，

者曲线升入“二本”等院校。但认为艺

不仅如此，
还会以更多的方式开展。”

许多参加艺考的考生，将在不到两

肖亚庆同时表示，根据其掌握

个月的时间里奔赴多地赶考，这对考生

的难度每年都在增加。去年 12 月，教育

和家长来说不是一件轻松的事。

部发布的 《关于做好 2018 年普通高等

的情况，今年国企利润增长势头很
好，
预计不错。对于能否保持双位数
增长，他表示要看年底结果。
对于第三批混改试点，肖亚庆

从 2 月 24 日开始，来自潍坊的 18

学校部分特殊类型招生工作的通知》提

岁女生李萌萌，除了济南，
还要辗转去北

出，
“各地各高校要高度重视并切实纠

渊宗禾冤

首单境内上市公司
野一带一路冶公司债发行
导报讯

正部分特殊类型招生对考生文化课成

京、
成都等地参加多场艺考。

表示，混改第三批试点的领域会在
前两批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扩大。

考“门槛低”的想法已经过时了，艺考

绩录取要求偏低的问题。”

3 月 4 日的济南寒风凛冽，李萌萌
早上 7 点就赶
在寒风中瑟瑟发抖。她说，

中国美术学院招生办主任李都金

她的母
到考场备考区等待。除了李萌萌，

介绍，以往报考基本都是美术特长中学

两人都
亲也陪她一起备考。半个月下来，

的学生，但是近年来来自重点高中的生

瘦了好几斤。

源明显增加，拉高了整体的录取分数。
相对艺考前颇高的培训费用，近年

都说艺考是通往理想大学的 “捷
李萌萌已是身心俱
径”。几场考试下来，

来艺术类毕业生的就业前景不太乐观。

5 日，深圳证券交易

真想放弃
疲。她偷偷告诉经济导报记者，

北京电影学院官方数据显示，2017 届毕

所主板上市公司恒逸石化“一带一

“只能硬着
了，但想想已经付出的努力，

业生中有 7 成选择了自由职业。

路”公司债券成功发行，成为深交

头皮往下走。”

戚晨 摄

“不少艺考生包括艺考生的家庭，

所正式发布 《关于开展 “一带一
路”债券业务试点的通知》后首单

在山东师范大学、山东艺术学院附近，多了很多前来艺考的学生
类高。”李诗韵给经济导报记者算了算

花了家里十几万了

目前艺考生需要投入的费用。与之相

由境内上市公司公开发行的“一带

难以负担。
业内人士给经济导报记者算了一

人中脱颖而出，压力和难度之大可想而

对于未来专业发展、从事的职业都很迷

知。在一同来济南参加艺考的同学中，

茫。艺考这些年还是有‘虚火’的，艺术

比，播音主持、表演专业以及编导摄影

笔账：将考前培训以及大学四年的学

她
李萌萌报考 4 所学校，
并不是最多的，

考试不能是突击应考，更应该让考生具

一路”公司债券，标志着“一带一

受到电视选秀节目的引导，李萌萌

等，可以通过短期突击和速成，花费相

费、生活费相加，一个艺术类普通学生

的同学有的最多报了 7 所学校。

备最基础的艺术素养。”李诗韵表示，目

路” 债券发行主体进一步丰富，交

的总花费平均要在 15 万元左右。

也梦想自己有一天可以成为明星。“有

大概需要 3 万 -5 万元，
但是
对少一些，

易所债券市场助力国家 “一带一

一部分考生自小就开始学习各种才艺，

竞争也相对激烈。

路”倡议在文莱首次落地。

还有一些是在后期培训中对艺术产生

经济导报记者走访了多家艺术培

据了解，恒逸石化“一带一路”

兴趣的。当然，如果能够考入北影、中

训机构发现，
多个打着中戏、
北影、
传媒大

公募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全部用于公

戏、上戏等名校，对于这些普通孩子来

学等“旗号”的名师班层出不穷，
要价也

司在文莱的 PMB 石油化工项目，该

讲，他们就相当于拿到了‘星途’的入

从 3 万到十几万不等。

“00 后” 加入艺考大军，
2018 年，

持续火爆背后的隐忧
4 日，
山东艺术学院举行了 2018 年

增加了艺考的火爆程度。山东艺术学院

术培训机构也乐于“钻空子”，为了盈

官方数据显示，与去年相比，山东艺术

利就随便收取学生，但不少学生对于艺

学院文学编导类、播音主持类、美术类、

术本身没有太多的爱好，这也为日后就

书法类等专业报名人数均有明显增长。

业埋下了隐患。

—音
本科招生专业考试媒体见面会——

戏 剧 影 视 文 学 专 业 报 名 人 数 为 1048

乐学院专场。

人，较去年增长 85%；戏剧影视美术设

考生也应该慎重思考自己的选择，不应

山东艺术学院音乐学院院长李云

计专业报名人数为 1126 人，较去年增

该被浮躁的世态左右自己的未来。

涛表示，音乐学院 2018 年本科招生省

长 2.1 倍；书法学专业报名人数为 791

项目是首批被列入国家 “一带一

场券。”济南星灿艺术培训学校校长李

路”项目库的重点建设项目。

诗韵对经济导报记者表示，在创建学校

让她学习声乐，一方面她喜欢，另一方

深交所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

的 5 年时间里，他们培养了上千名来自

面希望她能有个好前程。”面对考试的

步，深交所将继续深化交易所债券

全国各地的艺考生，有的孩子确实很出

残酷，李萌萌的母亲也深知孩子的不

内报考人数为 2201 人。其中，演唱专业

较去年增长 86%。
人，

市场对外开放，积极探索金融产品

色，有的却是家长逼着来学的。

易：两个多月时间，李萌萌走了 3 个城

计划招生 30 人，报考 675 人；音乐学专

哪怕是相对冷门的艺术专业，也受

市，还要每天抽时间练习声乐。

业计划招生 17 人，报考 383 人；音乐传

上戏
到考生热捧。
据经济导报记者了解，

创新，持续完善资本市场服务体系。
渊姜楠冤

第三方支付产业
进入盈利加速期

“在所有的艺考门类中，美术类专

“我们已经给孩子投入了 12 万多

播方向计划招生 15 人，报考 266 人。

戏曲学院除了向来热门的表演系（6317

非一日之寒。按照从高一开始学习计

能考上报考的几所大学之一。但考试

据了解，今年山东艺术学院 35 个本科

人争夺 50 个招录名额） 外，表演 （木

算，到艺考前要花费七八万元。由于要

仅仅是开始，李萌萌在和其他考生交流

专业组织校考工作，报名人数为

偶）专业成为今年上戏艺考爆出的一大

买乐器、上长期培训班以及购买各种演

时了解到，如果考上专业艺术类院校，

46174 人。

—招 18 人，有 1380 人报考。
冷门——

出服装，音乐和舞蹈类的花费要比美术

大学四年各项费用支出也让一般家庭

李萌萌也知道花了不少钱，她期望

业是相对难的，需要有长时间的功底，

前不少艺考生仅仅是为了升学，不少艺

李萌萌作为备考生之一，要从几百

长期以来，艺考被认为不需要较高

李诗韵建议，艺考应该回归初心，

野八女扒财经冶微信公众号
欢迎扫码关注 阅读精彩内容

导报讯 央行日前公布的2017
年支付体系运行总体情况数据显
示，去年移动支付业务量保持较快
增长，银行业金融机构系统移动支
付业务 375.52 亿笔，金额 202.93 万
亿 元 ，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46.06% 和
28.80%；非银行支付机构发生网络

A股延续红盘

两市成交逼近 5000 亿

支 付 业 务 2867.47 亿 笔 ， 金 额
143.26 万 亿 元 ，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74.95%和 44.32%。
对于移动支付产业的发展方向
和后市布局，国海证券表示，第三方
支付作为移动支付的重要组成部
分，
未来几年将继续保持高速发展，
期间将维持近 50%的年复合增速。
可以说，第三方支付产业进入盈利
渊乔川川冤

加速期。

两个月新三板
再添 26 起并购案

凯瑞德实控人承诺代支 3.3 亿元

据新华社电

延续前一交易

深证成指走势略强于沪指，

<<上接 A1 版
幅，
公共交通板块领涨，
且整体涨

日升势，6 日 A 股继续红盘报收，

收 盘 报 11007.95 点 ， 涨 132.27

有色金属
幅超过 3%。煤炭、
保险、

沪深股指录得 1%及以上的涨幅。

点，
涨幅为 1.22%。

等板块涨幅也在 2%以上。机床设

两市成交明显放大，总量逼近
5000 亿元。

创业板指数当日表现相对较
弱，涨 0.11%以 1797.61 点报收。

当日上证综指以 3266.49 点
小幅高开后，走出与前一交易日
相似的先抑后扬行情。盘中沪指

跌幅超过 1%。
备板块表现不佳，
与 前一交易日不足 3900 亿

中小板指数收报 7555.12 点，涨

元的总量相比，当日沪深两市成

幅也达到了 0.98%。

交明显放大，分别为 2244 亿元和

沪深两市绝大多数个股随股

2740 亿元，
合计接近 5000 亿元。

下探 3243.65 点后开始震荡走高，

指收涨，仅 600 多只交易品种收

尾盘摸高 3290.25 点，
并以接近这

跌。不计算 ST 个股和未股改股，

部分周期板块再度走强，带动 A

一点位的 3289.64 点报收，
较前一

两市近 60 只个股涨停。

股延续红盘，成交量显著放大。

交易日涨 32.71 点，
涨幅为 1%。

经过前期的震荡整固之后，

渊潘清冤

绝大多数行业板 块 录 得 涨

龙头房企调整卖房节奏
导报讯
上市公司并购新三板

公司需求依旧旺盛。

去年底时，记者在

为我们判断上半年可能是销售窗

与一线操盘手交流时注意到，多

口期，因此要抢时间在上半年大

名营销高管认为，今年上半年是

比例完成销售任务。”

在凯瑞德看来，北京乐盟主营业务为互联

为保证凯瑞德收购北京
作为主要资金来源外，

网增值服务和互联网营销服务，与上市公司的

乐盟 51%股权重大资产重组进行和收购资金

互联网服务业务具有协同性，本次收购符合上

来源充足，张培峰还将通过自筹资金方式向凯

市公司大力发展互联网主业的战略，有利于改

瑞德本次收购资金差额部分提供借款，并于 2

善上市公司资产质量和盈利状况。

或者资金支付影响上市公司正常运营的情况

审计、
评估
本次重组相关中介机构的尽职调查、
工作正在进行中。截至目前，凯瑞德货币资金

提供借款，保证收购资金来源充足。”

约为 1200 万元，
主要为公司经营性流动资金。
值得注意的是，凯瑞德坦言，公司拟以纺

那么，张培峰是否具有足够的履约能力？
积累
凯瑞德称，
“张培峰经过长期的投资运营，

织资产出售余款收购标的公司 51%股权，系将

除此
了一定的个人财富，
持有一定的流动资产，

流动资金用于投资非流动性的股权类资产，将

张培峰投资
还对外投资控股了多家企业。其中，

大幅降低公司的流动性，对上市公司未来日常

的 100%控股公司深圳市丹尔斯顿实业有限公司

“同时对于公
经营和投资活动产生一定影响，
司的短期偿债能力产生较大影响，增加公司短
期偿债风险。”

斯顿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为 11.92 亿元，所有

根据凯瑞德 2 月底发布的业绩快报，公司

者权益为 6.76 亿元。从其流动资产来看，其中

2017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9303.55 万元，同比增

的货币资金为 3.27 亿元。

另有业内人士称，当前房地
产市场集中度快速提高，500 亿

对手封保华签署了 《股权收购意向性协议》，

下，张培峰将通过自筹资金的方式向上市公司

经济导报记者了解到，截至去年底，丹尔

可能会比下半年更好。”

去年 12 月 19 日，凯瑞德已经与主要交易

月 28 日承诺：
“凯瑞德在收购北京乐盟 51%
股权重大资产重组过程中，存在资金支付困难

（下称‘丹尔斯顿’）具有一定的财务实力。”

加大上半年的推盘量
导报讯

务盈利能力。

经济导报记者获悉，除资产出售余款回款

长 176.6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49.42 万元，同比下降 54.76%。

收购之举将大幅降低流动性

天眼查数据显示，张培峰在去年 1 月由中

A 股上市公司派思股份近日宣

新房市场的销售窗口期，下半年

值得关注的是，在中信建投

元销售规模已经成为房企必须要

布，
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

反倒可能不如上半年交易量好。

房地产团队调研 “千亿房企”在

跨过的门槛，否则无法聚集更多

购买新三板企业正拓能源。不过并购

无独有偶，2 月份，北 京新

珠三角布局后也获悉，房企更倾

资源，将难以在这个行业有长足

注册资本 1203.33 万元，其战略布局了聚合支

培峰不再担任总经理和法定代表人。同月，张

具体交易方案
的具体细节仍在论证，

房市场供应项目达 11 个，有两

向于加大上半年的推盘量。

发展。鉴于此，无论是看中利润，

付和电子竞技等业务。

培峰便出现在凯瑞德的公告中，变身为上市公

正式协议也未签署。
还未最终确定，

个新房项目再度出现了入市

“2018 年的不确
该团队称，

今年以来，新三板已有相当多

500 套 以 上 房 源 的 情 况 。 这 在

定性依然较大，所以企业在推货

不得不把销售规模看成必选项，

权的可行性和合理性，凯瑞德表示，2016 年，

司原董事长吴联模辞职。随后，张培峰被选举

挂牌企业被上市公司看中。东方财

过去两年的北京新房市场并不

的节奏上普遍提前，跟往年上下

有的企业已经调整发展战略，建

上市公司主营业务由原来亏损严重的纺织业

为凯瑞德董事长。

富 Choice 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有

多见。

金投执行董事退位为总经理；去年 3 月，中金
公开信息显示，北京乐盟成立于 2014 年，

还是倾向于扩大规模，开发商都

对于拟以现金方式收购北京乐盟 51%股

投更名为易熹（深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张

司实际控制人。去年 3 月 27 日，凯瑞德披露公

半年推货 4∶6 开的格局不同，

立以营销为龙头的战略体系，强

变更为互联网加速服务相关业务后，生产经营

刚成为凯瑞德实际控制人仅 3 个多月，祖

26 家上市公司披露相关公告，宣布

据某北京一线操盘手透露，

2018 年我们调研的企业普遍都尽

化对营销节奏的把控力，才能加

活动正在逐步改善。根据公司做大做强互联网

籍浙江的张培峰又豪掷 5 亿元，以自然人的身

“盯上”了新三板挂牌或曾在新三

主业的战略规划，将进一步优化整合互联网相

份拿下网络借贷和理财平台——
—爱钱帮 70%

与往年不同的是，春节假期一过，

量在上半年赶推盘，变成了 5∶5

快项目周转速度，加快存货周转

板挂牌的企业，收购目的主要涉及

今年打算入市销售的新项目相关

开甚至 6∶4 开，所以从这个角度

率，
从而提升销售规模增长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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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负责人就进入了备战状态，

而言，
龙头企业上半年的销售增速

转型升级。
行业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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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业务，以现有互联网加速服务为基础，成立

股份。在金融市场频繁进行大手笔动作的张培

互联网运营平台，全面提升上市公司的主营业

峰，能否助力凯瑞德走向新生？还需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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倾心服务企业节后复工用电

宠物美容师：高薪与艰辛并存
新年刚过袁笔者走访城区宠物市

种用具以及带宠物美容尧寄养尧就医袁

场了解到袁春节开市袁之前一直低迷

宠物行业逐渐在崭露头角并日益兴

导报讯 渊记者 王旭光 通讯员 何秀坤冤野我们

的宠物狗价格有所上涨遥 因春季正

盛遥宠物美容师袁也从一个少为人知的

导报讯渊记者 刘勇 通讯员 张用 李广磊冤日前袁由国

导报讯(记者 刘勇 通讯员 吴敬华)近日袁国网

明天开工袁没想到你们今天就过来为我们检查用电

是养狗的好时候袁而且时下流行野狗

冷门行业成为必不可少的社会角色遥

网山东省电力公司与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尧 江苏省电力公

梁山县供电公司按照 野整治设施隐患尧 规范标志设

设备袁我们就可以安心生产了袁真是太感谢了遥 冶2

年旺旺冶的说法,宠物狗十分受欢迎遥

有关数据显示袁开年野金三银四冶的招

大街小巷袁对临街尧夜间照明不好路段尧沟渠以及河

务人员袁 淄博宏顺塑料有限公司谢经理非常感激遥

火爆遥

司共同建设的海上风电并网联合实验室袁 成功晋级为国家
电网公司实验室遥

置尧防范安全风险冶的原则袁组织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尧

月 23 日袁 面对上门服务的国网沂源县供电公司服

实验室通过开展海上风电试验基地建设以及海上风电

塘等处的电杆标志进行排查袁 由安全监察质量部统

针对节后企业陆续复工的情况袁为做好企业用电的

并网规划尧运行控制等方面的研究袁对保障未来海上风电大

一购买 1000 张电杆反光防撞警示贴袁集中对电杆进

服务工作袁该公司成立了 12 支服务队伍袁按照企业

目前袁该公司累计张贴反光防撞警示贴 700 余张遥

行奠定了基础遥

规模接入电网后的安全稳定运行尧加快推进海上风电开发尧
促进我国海上风电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大意义遥

行张贴袁从而保护电杆设备和行人车辆的安全遥截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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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袁 宠物美容的生意也随之
58 同城宠物版块负责人介绍袁随

着市民生活水平提高袁 宠物的豢养条
件越来越好袁购买进口食品尧服饰尧各

印刷院大众华泰印务公司渊大众日报社印刷厂冤

聘季里袁 各大宠物美容店通过 58 同

城尧赶集网尧中华英才网等招聘宠物美

容师的信息比之前多了很多遥 对于 A

级美容师袁 普遍都开出了月薪 800010000 元的高薪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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