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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观察 广告

“三日游行情”谁在掘金
投资者需理性对待“头盔行情”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山东省分公司(以下简称“东

方”)拟以债务重组方式处置以下

资产(以下称为“标的资产”)，交

易编号：COAMC-QD-2020-02，

资产编号：QD-2020-02。

标的资产为山东省济宁市境

内济宁市泓源化工经贸有限公司

所享有的债权及其附属担保权

益，该等债权及其附属担保权益

的所有人为东方，截至2020年3

月20日，该等债权项下未偿本息

合计人民币16,795,807 . 16元，其中

未偿本金人民币14,500,000 . 00元，

未偿利息人民币2,295,807 . 16元；处

置方式为与济宁兴达木业有限公

司、杜桂香、张会民进行债务重

组，待重组完毕后，免除济宁

兴达木业有限公司、杜桂香、

张会民对标的资产的连带保证

担保责任。

特别提示：标的资产信息仅

供投资者参考。就标的资产项下

各笔债权及其附属担保权益的合

法有效性及时效，以及债务人、

担保人现状等，请投资者自行调

查及判断，东方对此不作任何保

证。若公告期结束无符合条件的

投资者进行书面报价，或已报价

格均低于我司重组条件的，我司

将对上述债权进行债务重组。

标的资产的意向投资者须为

具有相应购买能力的、在中国境

内依法注册并存续的公司、企业

或其他经济组织或中国境内自然

人(不包括台港澳籍、外国(地区)

籍自然人)。投资人不得为中国国

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

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

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

理人员以及参与本次资产处置工

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和财

务顾问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

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

构法人、参与标的资产处置的中

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工

作人员或者国有企业债务人或者

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的

直系亲属。

如投资者有意向了解有关标

的资产的情况、注册程序、交易

时间表等详情，请登录中国东方

资 产 管 理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网 站

www.coamc.com.cn，阅读标的资产

的相关文件请发函至东方。

任何对标的资产处置交易持

有异议者均可提出意见和/或异

议。欢迎社会各界向东方提供债

务人及担保人的资产线索和其它

相关情况。

标的资产处置交易的联系人

如下：

东方联系人：刘女士、巩先

生

电话：0532-58760770

手机：13705321851

地址：山东省青岛市香港中

路6号甲B座三楼

对排斥、阻挠异议或征询的

行为可向有关部门举报。

举报电话：010-66507825(中

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监

察部)

0532-58760779(中国东方资产

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

监督管理部门：财政部驻青

岛财政监察专员办事处 电话：

0532-83895571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青 岛 监 管 局 电 话 ： 0 5 3 2 -

83079295

本公告不构成一项要约。本

公告有效期限自公告之日起至

2020年6月4日止。

特此公告。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省分公司

2020年5月22日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公司处置不良资产公告

出租市场房东降价寻客
<<上接1版

马宇彤在查询后台数据后

告诉经济导报记者，现在隆悦

花园在租的房源接近500套；海

蔚广场在租房源436套，稍远一

点山大北路和洪楼南路上的建

鑫花园和汇科旺园待租房源分

别是82套和90套。“这还没算

上散落在周边小区的零星房

源。”马宇彤表示。

徐华鹏告诉经济导报记

者，以他们店面的后台数据为

例，去年4月份，国贸花园待租

的房源在400套左右，但现在国

贸花园待租房源625套。“也就

是说与去年同期相比，房源增

加了225套，而这一数据还在增

长中。”

徐华鹏表示，以前国贸花

园的房子很抢手，2700元的价格都

很好租，现在租金基本上都降到

了2200元左右，而且不好往外租。

租金回报率
越来越低

一边是房价在小幅上涨，另

一方房租的价格却在逐步走低，如

此一来，租金回报率也越来越低。

根据国际通行标准，合理

的租金回报率在4%—6%之间，

即按照现有租金，约16年至25

年收回房款是较为合理的。然

而，我国的房屋租金回报周期

一般要比国际标准更长。

“现在的情况是，从投资

的角度看，出租不如卖房合

适。”济南华星二手房公司的

经纪人王珂表示。他以位于经

五路的汇苑家园小区的房子为

例进行了测算。该小区平均售价

在2 . 1万元/平方米左右，而租金

在30元/平方米·月。“如此计算，

租金回报率仅在1 . 71%左右，也

就是说如果仅靠房租收回投资

的话需要60年。如果将房屋变现

后的资金用来存银行并适当购

买理财产品，收益率加起来会高

于租房收入。”

而诸葛找房去年年底发布

的《全国重点50城租金收入比

调查研究报告》显示，济南的

租金回报率仅在1 . 68%，也就是

说，一套房租收回投资超过60

年的时间。

报告显示，租金回报率低

的的并非仅有济南。厦门租金

回 报 率 1 . 1 1 % ； 石 家 庄 为

1 . 52%。省内城市中，青岛租金

回报率1 . 56%；烟台为2 . 16%；

威海2 . 29%；潍坊2 . 77%。

“从租金回报率来看，中

国城市普遍偏低，房价、房租

发展不均衡。但当前中国居民

更为青睐买房的居住模式，即

使一线城市，租房比例也不

高。”黎明元认为，随着租赁

市场制度的逐渐健全，租赁保

障更为完善，以及长租公寓机

构化品质化的租房服务，未来

将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接受租

房的住房模式，租房新时代逐

渐靠近。

经济导报记者注意到，山

东早就出台了相关实施意见，

明确了加快培育和发展全省住

房租赁市场的多项重大举措。

2019年，济南市入选中央财政

支持住房租赁发展试点城市，

三年新增租赁住房360万平方

米，每年要完成120万平方米。

◆导报记者 戚晨 济南报道

作为历史文化名城 ,历史上济

南就是全国闻名的“曲山艺海”，

“北京学艺,天津练活儿 ,济南踢门

槛”是济南曲艺文化兴盛的真实

写照。

21日，山东德云综合演艺中心

项目签约活动举行，诸多市民和粉

丝盼望已久的“德云社落户济南”最

终确定下来。近日，“开心麻花”品牌

也宣布进驻济南，并在济南建设开

心麻花山东总部基地，业务直接覆

盖山东、河南两省。

在文化与商业的平衡下，德云

社、开心麻花能否带动山东演艺市

场进入新阶段？高品质品牌的到来

是否又将带来行业洗牌？

千呼万唤待复苏

疫情，让很多行业都面临着巨

大考验，其中相声行业是受影响最

大的行业之一。“听相声和曲艺属

于小众的演艺门类，德云社通过商

业化运作确实很成功，积累了大批

的粉丝，利用‘造星’的模式培养

出了不少相声界的表演者。”山东

儒翔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总经理贾轶

参与过不少国内演艺项目的策划和

营销，他表示，2019年4月传出德

云社要来济南后，外界对于这一消

息的关注度就居高不下。此次“实

锤”，也算是对粉丝和爱好者有了

一个最佳回应。

1月17日，德云社“封箱”，

115天后的5月11日，文化和旅游部

市场管理司紧急组织召开推进文化

经营场所开放管理工作电视电话会

议，会议强调，各地文旅部门要充

分履行监管职责，督促文旅经营单

位认真落实“限流、预约、错峰”

要求，营业性演出场所不超过最大

荷载量的30%。

“虽然有了线下30%上座率的

希望，但‘开箱’复工依旧是个棘

手的问题，且30%的上座率难以保

证盈利。”贾轶给经济导报记者算

了算账，目前看，如果按30%的上

座率复演，困难还是比较大的，甚

至比暂时不开带来的损失可能会更

大一些。30%的上座率情况下，演

出成本不变，平均票价至少要涨4

倍才能够覆盖成本，但这显然不

现实。他表示，一般情况下，城

市演出上座率达到60%以上才有盈

利空间。

作品创作是“硬核”

“现在影视和文创行业都在争

相打造自己的IP，德云社商业运营

中一个很重要的核心就是打造IP和

孵化人设。而建立这些所有的根本

其实是作品，相声演员还需要拿的

出让观众欢乐的作品。”中国新文

化传媒研究院副院长郭襄在接受经

济导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相声界

郭德纲本身是第一大流量IP，另

一方面，郭德纲还擅长孵化IP，

让旗下徒弟和相声演员形成了各

自的粉丝圈层，并且通过《欢乐喜

剧人》等综艺节目，将相声从台下

搬到电视前。

济南白领宗德是德云社的粉

丝，他分析，德云社的演出以相

声、京剧、评书、大鼓等曲艺形式

为主，内容涉及历史、典故等等，

传统文化气息很浓，每场下来，能

get不少文化点。“德云社圈住了

不少年轻观众，他们的演出是与时

俱进的，内容不是死板的，创造了

不少网络红词。”

近年来，不少城市和景区为了

提升二次消费、缓解淡旺季差异，

做了许多尝试，引入旅游演艺便是

做法之一。此次德云社项目落地于

济南市历城区山大路与花园路交叉

口东北角，总建筑面积15 . 5万平方

米，其中商业面积1 1 . 9 5万平方

米，不仅将建设5000平米的德云综

合演艺中心，还将同步搭建德云红

事会宴会厅、客房等2 . 3万平方

米、电影院2000平方米等，打造以

德云社剧场为核心，集相声演艺、

曲艺表演、婚庆餐饮、曲艺教育、

文创展示等多业态为一体的城市文

化综合体。

“德云社票房虽然可圈可点，但

业内对其也存在一些质疑。比如，过

度偶像化、商业化，会扰乱相声演出

市场的秩序，火爆背后的饭圈文化

会给相声界带来不好的影响。这些

不觉之声其实都是反映出任何演艺

项目还是需要好作品、好演员支

撑。”郭襄表示，要不断契合市场需

求，挖掘文化内涵、创新表现形式，

才能实现持续健康的发展。

文旅融合新模式

“目前，国内不少旅游城市都

在争相打造旅游演艺、大型实景演

出等夜场文化大餐，山东也在选择

将文化和旅游结合，通过旅游演出

留住游客 。 ” 山 东省启 明 星 旅

游咨询有限公司总经理沙子田

对经济导报记者表示，旅游文化

的最大魅力是将作品变成产品，使

游客能够进行购买和消费，并从中

感受到文化的愉悦和享受。

2019年，文化和旅游部印发了

首个《关于促进旅游演艺发展的指

导意见》，鼓励发展中小型、主题

性、特色类、定制类旅游演艺项

目，推动旅游演艺经营主体与相关

企业在创意策划、市场营销、品牌打

造、衍生品开发等方面开展合作，打

造跨界融合的产业集团。

对于德云社、开心麻花进驻济

南，沙子田表示，虽然大型的旅游

演艺产品更华丽更恢宏，但投资巨

大。轻小型的旅游演艺产品显然更

迎合市场，更受到各地市场观众欢

迎，或将成为旅游演艺市场改革的

“试水军”。

济南文旅发展集团董事长修春

海也曾表示，小剧场演出越来越受

到年轻群体、亲子家庭欢迎，尤其

是商业体、影院等进入文艺演出领

域试水，丰富了小剧场类型，探索

新的商业模式。

随着项目的逐步落地以及演艺

行业疫情后的复苏，山东旅游演

艺能否成为文化创意和精品旅游

的一个结合点，成为文化和旅游

新旧动能转换的突破口，尤其值

得期待。

德云社、开心麻花都来了

山东演艺市场“一池春水”被搅动

◆导报记者 时超 济南报道

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头盔

概念股三日游的行情，让人深知

市场的变幻无常。

经济导报记者注意到，在此

轮头盔概念火爆背后，不乏游

资身影，与之相比，机构显得更

为冷静，既有借机减持，也有逆

市进场。

有受访投资界人士认为，从

龙虎榜披露的信息看，游资倾向

“短平快”的操作手法，快进快

出，带动股价大幅波动。因此建

议个人投资者谨慎对待这一板

块，不要跟风参与，对于相关上

市公司，还是应该以“头盔行

情”带来的实际业绩为准。

迅速降温

21日，伊之密(300415)大幅低

开，截至收盘公司股价封至跌

停。公司此前曾连续上涨3个交易

日，累计涨幅约15%。

市场分析人士表示，带动公

司股价上涨的原因，是其与火热

的头盔概念沾上了关系；而造成

其股价下跌，也来自于头盔概念

的迅速降温。

经济导报记者注意到，受政

策影响，近期头盔需求大增。在

这一背景下，与头盔生产相关的

个股，受到了投资者的密切关

注，股价明显上涨。如伊之密此

前在互动平台上回答投资者提问

时就表示，公司的注塑机可用于

电动自行车安全头盔的生产，公

司将根据客户的订单合理排产，

力争满足客户需求。

国立科技(300716)也被投资

者提问“产品是否用于生产头

盔”，公司回复“公司高分子改性

材料产品可以应用于头盔”。公司

股价自5月15日开始，连续收出4

个一字涨停板。

市场的这一异动迅速引起管

理层的关注。5月20日下午，公

安部交通管理局发布信息称，对

骑乘电动自行车不佩戴安全头盔

的行为，继续开展宣传引导工

作，暂未列入执法处罚的范围。

涨幅较大的个股也纷纷“澄

清”。国立科技发布公告表示，

目前公司并未生产头盔，公司改

性工程塑料未直接供应到头盔生

产商。随后市场迅速降温，21日

国立科技跌幅超过5%，伊之密

跌停，还有南京聚隆(300644)、

三夫户外(002780)纷纷走低。

谁能掘到真金？

值得关注的是，从头盔概念

火爆到快速降温，游资和机构的

态度泾渭分明。

游资是快进快出态势，如南

京聚隆在连续三日涨停期间，国

泰君安证券北京亦庄宏达北路营

业部、国金证券无锡金融一街营

业部分别买入 1 1 6 9 . 7 9 万元和

1037 . 78万元，位居第一、第二

买入席位；卖出席位中，则出现

了一家机构专用席位，卖出金额

达到1097 . 11万元。而在21日公司

股价跌停时，财信证券杭州庆春

路、兴业证券武汉芳草路营业部

等纷纷出现在卖出席位。

尹之密21日跌停时，机构则

更倾向于逆市进场。盘后龙虎榜

显示，当日买入金额前5名买入

总计3302 . 48万元，占当天总成

交金额20 . 14%，买入前5中除了

买四为招商证券北京安立路证券

营业部，其余均为机构席位。

对此，受访业内人士表示，

机构对个股的态度不一，或与“头

盔行情”带来的实际业绩有关，有

些公司在头盔需求爆发的情况

下，业绩会出现明显提振；有些则

只是“沾边”，对业绩不会有太大

影响。

新时代证券分析师韦俊龙就

指出，目前全国头盔渗透率低，

新增头盔需求缺口或超3亿个，

注塑机是头盔产线核心设备，看

好设备环节，受益标的为伊之密、

拓斯达(300607)。

多数受访券商人士表示，建

议个人投资者谨慎对待头盔概念

板块，不要跟风参与，对于相关

上市公司，最好以“头盔行情”

带来的实际业绩为准，不宜盲目

投资。

有些公司

在头盔需求爆

发 的 情 况 下 ，

业绩会出现明

显 提 振 ；有 些

则 只 是“ 沾

边”，对业绩不

会有太大影响

德云社项目将打造以德云社剧场为核心，

集相声演艺、曲艺表演、婚庆餐饮、曲艺教育、文

创展示等多业态为一体的城市文化综合体

导报讯(记者 杨学萍)日

前，山东省市场监管局发布关

于开展2020年食品安全管理规

范化农贸市场创建工作的通知

称，今年山东将新创建规范化

农贸市场75家。各市要结合辖

区内食品安全示范县(市、区)

创建工作实际，择优选择拟定

参与规范化农贸市场创建的市

场名单，并于5月30日前报各

市市场监管局。

此次山东将严控标准条

件。对2019年未参与评估和评

估未通过的农贸市场，继续纳

入2020年创建，对年底评估仍

未通过的农贸市场，追回奖

补资金并在适当范围通报。

对今年新参与创建且在年底

评估未通过的，不再给予机

会，相应名额作废。

山东还要求各市加强对

已公布规范化农贸市场的跟

踪管理，今年将对2018年公

布的 2 1 8 家农贸市场进行复

评，对不能持续达到创建标

准要求的，取消其命名并向

社会公告。

山东今年新建75家
规范化农贸市场


	03-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