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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资野先头部队冶已开始布局 A 股

还亏损

钱是难题
物业进驻老小区，

QFII 增持 6 只鲁股
◆导报记者 时超 济南报道
随着 A 股野入摩冶脚步的临近袁外资野先头部队冶的布局

导报讯 渊记者 吴淑娟 通讯员

愈发受到关注遥

经济导报记者从已公布 2017 年年报的上市公司中发

郭轶敏 刘自军冤日前袁从国网山东

现袁QFII 已现身于 150 家上市公司十大股东之列遥 鲁股中袁

省电力集团公司了解到袁 山东电力
已完成济南尧淄博尧济宁尧泰安尧滨

家家悦渊603708冤尧海信电器渊600060冤尧华鲁恒升渊600426冤等

州尧 菏泽 6 市 3 批次共计 1.7 亿元

公司的 QFII 持股份额都有明显提升遥

批复工作袁梳理分解成 40 个配套电

来买入 A 股动作愈发活跃袁其对潍柴动力渊601288冤尧青岛

的滩区电网配套项目可行性研究及

另外袁通过沪股通尧深股通入场的野北上资金冶袁本月以

网工程包尧214 项单体工程袁 将新

金王渊002094冤的持股量都有明显增加遥

建尧 改造高低压线路 309.44 千米袁

对此袁 受访分析人士指出袁 境外约 1.6 万亿美元资金将

新增尧更换配电变压器 214 台尧8 万

MSCI 新兴市场指数作为投资基准袁A 股正式纳入该指数后袁

据悉袁山东计划投资 260 亿元袁

场估值较低板块袁以及高盈利能力的个股袁更易受到外资青睐遥

千伏安遥

自然也会引来更多境外资本配置遥 目前看来袁金融尧消费等市

于 2020 年完成 60 多万黄河滩区群

野北上资金冶提前布局

众脱贫迁建遥 投资最多的东明县共

计 100.98 亿元袁新建 25 个袁惠及 4

4 月以来短短 5 个交易日内袁 北上资金净买入额就超

个乡镇尧148 个自然村尧3.25 万户尧
11.9 万人遥

过 110 亿元袁这是自沪港通尧深港通开通后袁颇为少见的情

省安委会终止对济南市
槐荫区重点关注
导报讯渊记者 时超冤近日袁山东
省人民政府安委会办公室下发通
知袁 决定终止对济南市槐荫区的重
点关注遥
据悉袁2017 年 8 月 3 日袁 济南

市槐荫区因阳光 100 小区内污水泵
厂家检修作业导致 3 人死亡较大事

况遥 而在日均净流入超 20 亿元的推动下袁北上资金累计净

买入金额也创出了近 2200 亿元的历史新高遥

老旧小区尤其是开放式小区的居民，几十年来的生
活习惯，已经让他们养成了比较随意的生活方式，引入
物业管理本来就对其固有的生活方式造成了冲击，还要
让他们为此付费，难度非常大
◆导报记者 刘勇 济南报道

故袁根据叶山东省安全生产重点关注
县督导办法曳规定袁省政府安委会办

野不用看了袁不是因为停车的问题就是楼

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位于济南二七新
村街道办事处的铁二社区遥 该社区引进的是
济南侯孚物业有限公司袁 其总经理魏蓓蓓告
诉经济导报记者袁 目前该公司向铁二社区派
驻了 6 名工作人员袁 仅靠收取的停车管理费

在维持袁112 个停车位袁每个车位每月收费 50

一下袁从一楼到三楼地面上就有近 30 个烟头
噎噎

元袁总收入 5600 元遥去掉人员工资袁每月要亏

损超过一万元遥

在济南华兴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黄

该小区三号楼的楼长孙德春告诉经济导

兴看来袁 物业服务行业属于微利行业遥 在济

公室决定将济南市槐荫区纳入重点

下占地方的问题引发了纠纷遥 哎袁像这种小区

报记者袁两年前袁他们曾想引进物业进行长效

关注县渊区冤袁进行为期半年的重点

没有个正规物业根本不行袁太乱了遥 冶这是近日

管理袁野但在民意征求统计中袁 赞成引进物业

南袁 物业费低于 0.5 元/平方米的正规物业小

区已很罕见袁根本原因在于近年来人工工资尧
水电费等必要支出大幅上涨遥

实际上袁早在 2015 年袁山东省和济南市

并能承担费用的居民不超过 10%袁而赞成的

这部分袁每月最多同意交 10 元遥因此袁引进物
业一事在征求居民意见环节就夭折了遥 冶

期待政府扶持

关注和督导遥

经济导报记者去朋友家做客时遇到的事情遥

重点关注期间袁 槐荫区人民政
府根据专题约谈会议的任务目标袁

就分别出台了一系列文件袁推进老旧小区整

制定了整改方案袁 对建设行业领域

治改造袁有序扩大物业管理覆盖面遥

野老旧小区尤其是开放式小区的居民袁几

北上资金活跃背后袁 是 A 股正式纳入 MSCI 新兴市场

指数时间点的临近遥

野6 月首次纳入袁9 月份进行第二步袁总体纳入市值因子

为 5%袁占 MSCI 新兴市场指数权重的 0.73%左右遥 冶12 日袁
国创展博宏观研究部首席分析师李瑞华对经济导报记者表

示袁虽然占比不大袁但是由于 MSCI 对应的上万亿美元庞大

配置资本袁中国经济发展稳中向好袁A 股近期很可能成为外
资布局的热点市场遥
来自民生证券的报告就指出袁约 1.6 万亿美元将 MSCI

指数作为投资基准袁 预计短期内流入 A 股的外资规模在

170 亿-180 亿美元遥 另外袁此前印尼尧韩国等纳入 MSCI 后袁

超 60%国家 1 个月后大盘有正向收益遥 考虑于此袁外资能

够提早布局显然更为有利遥

那么袁外资都青睐什么样的标的公司呢钥
经济导报记者通过 Choice 金融终端统计发现袁本月以

来袁代表北上资金参与者的香港中央结算公司袁对中小创公
司的持股份额增速明显遥 如创业软件渊300451冤袁3 月底时中
央结算持股不过 10 万股袁但到了本月 11 日袁持股数量涨至

存在的问题进行整改袁省住建厅在

但经济导报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袁目前真

十年来的生活习惯袁 已经让他们养成了比较

济南恒圣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经理程文生

核查槐荫区整改工作情况后袁认为

正引进物业管理的老旧小区并不多遥 不少老

随意的生活方式袁 引入物业管理本来就对其

表示袁考虑到开放式老旧小区的实际情况袁仅

整改任务完成袁建议终止对济南市

旧小区依旧没有正规物业遥 老旧小区难以引

固有的生活方式造成了冲击袁 还要让他们为

开展卫生保洁尧秩序维护尧门卫执勤等简易物

上看袁光大银行渊601818冤等金融股以及中国石化渊600028冤

槐荫区的重点关注遥

进物业管理的原因, 一方面是住户观念上无

此付费袁难度非常大遥 冶邓帅表示遥

业服务袁每平方米物业费不低于 0.5 元袁企业

等低估值蓝筹股更受欢迎遥其中袁中国石化月内被中央结算

济南举办大型人才招聘会
提供 12000 余个职位
导报讯 渊记者 时超冤14 日袁济
南市委组织部尧 市人社局等十部门

法接受袁此外就是物业公司在运营过程中入
不敷出袁难以维系遥
野老旧小区要进驻正规的物业袁除了住户

要在观念上改变外袁还需要政策和资金上对

要2018 年济南大型人才招
泉城冶要要

聘暨高校毕业生就业双选会遥

楼坐落在一个院子里袁 至少需要 3 个安保人

野人家有物业的小区多方便袁也安全遥 冶

是支持的袁但当话题转移到物业费袁不少居民

气自动化等多项专业需求遥

3月 CPI 超预期回落
导报讯 国家统计局 11 日发布

数据显示袁3 月袁全国居民消费价格
指数(CPI)环比下降 1.1%袁同比上涨

2.1%曰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PPI)

的话袁肯定赔钱遥 冶邓帅说道遥

开放式小区袁提到物业管理袁大部分的居民都

华泰股份被增持比例高

果再加上运营管理费以及水电费袁 每个月的

公司手中遥 野这个补贴标准袁早就下发给各区

运营费用基本上到了 1.5 万元左右遥 冶

野此外袁前期投入可能要达到几十万元遥

整体更换曰此外袁消防设施几乎没有袁需要投

没有正规物业管理的野症状冶在该小区非

常明显院大门口尽管安装了道闸袁但并没有启
用袁汽车随便进出曰标识着消防通道的地面袁
仍然有汽车停放着曰楼道门口停放着自行车
和电动车曰楼梯间锈迹斑斑的扶手上有厚厚

入资金配备一定数量的消防设施遥 冶 邓帅表
示袁收入方面则难以对等遥

如果按平方米收 0.5 元的物业费袁 收缴

骨干物业企业给予专项补助袁 具体补助标准
但实际上袁 补贴并没有及时发放到物业
县作为指导意见袁但财政资金数量有限袁这意

味着不是所有的小区都能申请到这部分资

QFII 结合考量袁则更易把握资本动向遥

金遥 冶黄兴说遥

野刚开始政府可以耶兜底爷袁以保证物业

公司的正常运行袁并根据运营情况袁逐步调整
政府投入比例遥 同时袁通过不间断的检查尧考
评袁保证服务质量袁赢得百姓信任遥冶邓帅建议袁

营一个月就要亏八九千元钱袁如果物业费的收

出袁 将老旧小区物业

高袁 公司去年三季度十大股东中只有瑞士联合银行集团一

缴率 50%的话袁那每个月得亏 1 万多元遥 冶邓帅

管理推向市场化遥 冶

乱七八糟的东西散乱堆放在院子的角落里曰

护以及不涉及费用的维修服务外袁无法

而在一个单元门内袁经济导报记者大体数了

开展其他精细化的服务遥 冶

说道袁野除了简单的保安尧保洁尧秩序维

努力袁在既有管理成果的基础上袁不断巩固尧深

家 QFII袁但到了去年四季度末袁公司股东中已经有了瑞士
股比例从 0.90%骤升至 2.70%遥

另 外 被 QFII 增 持 的 5 只 鲁 股 中 袁 除 了 万 润 股 份

渊002643冤外袁也均为沪市上市公司遥如中国国际金融香港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就成为了海信电器新进第九大股东曰 澳门

弱袁 需引起关注遥 未来不排除出现

山东圣翰财贸职业学院
嘉奖专业技术能手

金融管理局成为华鲁恒升新进第八大股东曰 科威特政府投

“山东演艺第一股”连亏三年
导报讯 渊记者 吴婧冤11 日袁被誉为野山
渊834191.OC冤披露 2017 年年报袁连续 3 年出

丰雨冤12 日袁 山东圣翰财贸职业学

现亏损袁且亏损额呈现扩大趋势遥 同时袁公司

院举行专业技术能手表彰大会袁对

去年末的流动负债已高于流动资产袁审计报

在 2017 年获得国家级尧 省级职业
技能大赛奖项尧国家级奖学金和刘
吉纯奖学金的学子进行表彰奖励遥
本次大会共表彰优秀师生 83

人袁 奖项涵盖全国数学建模竞赛尧
全国职业院校野新道杯冶沙盘模拟

告中给出了野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
性冶的结论遥
公开信息显示袁世博演艺成立于 2008 年

小创个股更具投资特点遥 但同时袁市场估值较低尧成长稳定的
后业绩却急转直下袁2015 年尧2016 年分别亏
损 175.71 万元和 301.41 万元遥

在马戏项目推高营业成本的背景下袁世

2017 年袁世博演艺实现营业收入 867援61

博 演 艺 2017 年 营 业 成本 上 涨 至 932.25 万

万元袁比 2016 年多亏了 320 万元遥 更值得关

下降至-7.45%袁到了野一演就赔冶的地步遥 而

万元袁同比下降 12.50%袁亏损额扩大到 621.03

注的是袁 公司资产负债率从 2016 年底的 25.
95%袁上升至 97.65%袁已频临资不抵债遥

年报披露袁世博演艺 2017 年营业收入主

票务代理等业务袁2015 年 11 月在新三板挂

522.73 元尧172.75 元袁票务代理收入已经萎缩

发展袁新登记野四新冶经济企业同比增长 42.7%袁新登记个体

至 6.52 元袁几乎可以忽略不计遥

对于亏损加重的原因袁 世博演艺表示主

合作关系遥 转让说明书中介绍袁公司有野都市

要是马戏项目的异地巡演统筹协调复杂和团
队经营不佳袁 导致演出成本高达 727.99 万

人奖若干遥

浒曳尧叶小红帽曳等舞台剧目袁同时还与济南市

力强尧百分之百能够就业的学生遥

导报讯渊记者 王伟冤从山东省工商局获悉袁一季度袁全

将此归因于马戏袁 表示因该项目借款等原因

实验剧场冶和野宝贝亲子剧场冶两个品牌袁与济

能培养为主线袁全面推行野理实一体

没有更新过遥

3 大业 务 袁 分 别 实现 营 业 收 入 165.61 元 尧

等剧目的制作与出品尧旅游演艺尧演出经纪尧

赛袁其中一等奖 4 项尧二等奖 6 项

化冶袁精心培养职业素养高尧就业竞争

山东财经报道记者登陆世博演艺运营的山东
演出票务网发现袁演出剧目自 2014 年后再也

全省新登记“四新”经济
企业同比增 42.7%
省野四新冶经济渊新技术尧新产业尧新业态尧新模式冤企业迅速

世博演艺挂牌前袁与济南市各院团有着良好

山东圣翰财贸职业学院由山东

元袁但营业收入仅 867.61 万元袁使得毛利率

对于频临资不抵债的问题袁 世博演艺也

梯安装维修工职业技能竞赛在内

长城实业集团总公司投资遥坚持以技

金融尧消费等蓝筹股袁也是 A 股投资洼地袁能够起到野稳定输

出冶的效果遥 相关行业的龙头企业袁都应引起投资者关注遥

临沂开展了大马戏巡演遥

要来自剧目出品与制作尧旅游演艺尧演出经纪

牌袁成为省内惟一以演艺为主业的公众公司遥

以及三等奖尧优秀奖尧团队奖尧个

对此袁受访人士表示袁从 MSCI 的选股规则来看袁主要青

睐高流通市值尧盈利能力强的个股遥 这方面袁消费尧科技等中

9 月袁总部位于济南袁主要从事话剧尧儿童剧

经营大赛和野鲁班杯冶全国首届电
的 9 个国家级尧 省级大型技能竞

资局相中了家家悦袁成为公司新进第十大股东遥

世博演艺濒临资不抵债
东演艺第一股冶的新三板挂牌企业世博演艺

导报讯渊记者 初磊 通讯员 朱

不过袁鲁股方面袁这一情况并不明显袁因为获得 QFII 增

联合银行集团尧科威特政府投资局尧高盛公司 3 家 QFII袁持

格下降速度加快袁 反映需求可能走

渊山同冤

例就从去年三季度末的 0%升至 3.15%遥 而这种情况也多出

持的公司多为沪市蓝筹股遥其中袁华泰股份被增持的比例最

车费的话袁总收入不过 6500 元遥 野也就是说袁运

专家表示袁CPI 超预期下降袁主

平稳运行是有基础的遥

QFII 对天业通联渊002459冤尧良信电器渊002706冤等公司较去

年三季度末都明显增加了持股比例袁 如对良信电器持股比

化袁真正把小区管理起来遥 最终袁政府逐步退

另外还有 24 个车位袁每个车位每月收 50 元停

要受节日因素消退影响袁 尤其是食

现象袁 但近一个时期价格保持总体

经济导报记者统计发现袁 目前 A 股发布 2017 年年报

的公司中袁已有 150 家十大股东中出现了 QFII 身影遥 其中袁

现在业绩成长性较佳的中小创板块遥

一层灰袁可以看出已经很长时间没人打扫了曰

CPI 阶段性高于 PPI 的野倒剪刀差冶

当然袁作为流动性较强的资金袁沪股通尧港股通的趋势
只能看出境外资本短期兴趣所在遥 而若与倾向长线布局的

野这种耶兜底爷并不是大包大揽袁我们希望通过

率按百分百计算的话袁物业费 0.5 万元左右曰

环比下降 0.2%袁同比上涨 3.1%遥

品价格节后回落较多遥 工业产品价

股数量增长了 1000 余万股曰另外中小创方面袁青岛金王尧合

力泰渊002217冤月内中央结算公司持股数量增速明显袁其中

由各地政府据实核定遥

的工资奖金等就差不多需 1 万元的费用袁如

友所在的小区就是如此遥

面积在 1 万平方米左右遥

青岛海尔渊600690冤也受到北上资金关注袁中央结算公司持

员袁同时还得有一个保洁人员遥 野光这 4 个人

一方面小区的电线老旧袁安全隐患很大袁需要

据了解袁该小区属于企业宿舍袁有独立的

按照政策规定袁 政府部门应按照每月每

鲁股方面袁潍柴动力月内被增持数量最多袁达到 2300

余万股袁这使得中央结算公司对其持股市值上涨了 2 亿元曰

合力泰几乎翻了一番遥

们就犹豫了遥 经济导报记者去做客的那个朋

院落袁三座居民楼袁累计有 200 户居民袁建筑

物业管理服务的财政补助能够及时兑现袁物
业公司还可以在低亏损的状态下继续营运遥

公司增持数量就超过 3000 万股遥

平方米 0.2-0.4 元的标准袁对接管老旧小区的

邓帅给经济导报记者算了一笔账院 三个

目等招聘专区袁有中国重汽尧银座股
12000余个袁涉及机械尧化学化工尧电

野我们曾经考察过你说的那个小区袁后来

居民观念难改变

经理邓帅在接受经济导报记者采访时说遥

野有了物业袁车就不会停那么乱遥冶在不少老旧

份等 400 多家单位参会袁 提供岗位

在黄兴看来袁 如果政府对接管老旧小区

经过计算袁 物业费如果低于一平方米 1 元钱

据悉袁本次招聘会设置了 5150

高层次人才创办企业尧 市属重点项

高袁收费标准也要相应提高遥

物业公司进行扶持遥 冶济南浩吉物业公司总

组织重点行业企业走进济南大学袁
联合举办野打造四个中心袁建设现代

才能维持生存曰如果实行封闭式管理袁成本更

野赔钱的活儿冶

50 余万股袁市值 1700 余万元袁涨了 5 倍多遥 而从增持数量

南市话剧院尧济南儿艺等合作了叶神马都是水
杂技团联合制作了野欧乐堡窑俄罗斯皇家大马

戏秀冶遥

元袁但收入仅为 522.72 万元袁项目亏损严重袁
进而导致公司整体业绩亏损遥

公开信息显示袁 世博演艺最大的马戏业
务袁是组织国际马戏团队在野泉城欧乐堡梦幻

导致的预收款项尧 其他应付款等流动负债的
大幅增加袁受此影响袁公司负债总额同比增长
了 241.81%遥

为扭转不利局面袁世博演艺表示袁未来业

务重点将从旅游演艺向艺人培训领域转型袁

新登记卫生社会工作尧教育尧文化体育娱乐业尧信息传输软件
信息技术服务业尧水利环境公共设施管理业企业户数同比分

开展合作遥
不过针对连续三年亏损袁 且流动负债远
高于流动资产的问题袁 主办券商招商证券还

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的销售金额袁 占到公司去

是出具了风险提示公告袁 提醒投资者注意世

万元尧59.61 万元袁可谓小而美遥不过公司挂牌

年营收的四成袁 此外去年 5 月起还在济宁和

博演艺存在持续经营能力不确定性的风险遥

社址院济南市泺源大街 2 号

大众传媒大厦 F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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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提高 1.8 个百分点遥 养老健康尧教育尧文体娱乐尧信息技术尧

公共设施管理等新兴现代服务业继续受到追捧袁一季度全省

同时改变以省内艺术院团剧目演出合作为主

世界冶驻场演出袁对欧乐堡运营商山东省坤和

出版院叶经济导报曳社

第三产业继续繁荣发展袁 全省新登记第三产业企业 7.4

万户袁同比增长 3.2%袁占新登记企业总量的 73.2%袁比上年同

的模式袁 积极与一线城市优质表演艺术院团

2013 年尧2014 年袁 世博演艺分别实现营

业收入 295.72 万元尧532.3 万元袁净利润 16.4

工商户在各类型市场主体中增幅最高遥

广告许可证院3700004000159

别增长 38.9%尧33.4%尧27.0%尧23.5%和 22.0%袁远高于新登记

企业 0.7%的平均增幅遥 房地产企业发展仍处强势袁新登记户

数同比增长 44.5%袁比上年同期的 37.0%高了 7.5 个百分点遥

新登记个体工商户同比增长 16.0%袁 在各类型市场主

体中增幅最高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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