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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一季报披露完毕，上市公司盈
利情况浮出水面。部分次新股业绩不达
预期出现下滑等现象引发资本市场热
议，甚至有人质疑这是新股发行提速所
致，也有人认为是发行审核松动，导致

“病从口入”。
不过，在记者采访的大多数业内人

士看来，次新股业绩下滑与多种因素有
关。来自监管部门的信息则显示，IPO
发行常态化的同时发审趋于严格。目前
监管部门对企业 IPO 审核所执行的标
准、流程均无变化。随着 IPO 企业数量
的增多，初审环节和发审环节的审核否
决率也在同步上升，大大压缩了“带病
闯关”的空间。

据同花顺 iFind 数据统计显示，截
至5月10日，2016年和今年上市的次新
股中，有约34家公司今年一季报出现业
绩亏损，约 107 家公司今年一季度出现
业绩下降，其中业绩降幅超过 50%的有
约27家。

在主板和中小板上市公司中，去年

登陆沪市的超讯通信一季度亏损 770 万
元，去年同期盈利80万元，净利润同比
负增长 1054%。在创业板公司中，一季
报亏损的次新股包括古鳌科技、数字认
证、天铁股份、科大国创、辰安科技、
新晨科技、深冷股份、先进数通、理工
光科、博思软件、丝路视觉等17家。

以古鳌科技为例，4 月 26 日，古鳌
科技发布 2017 年一季报，该公司 2017
年一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1560.65 万元，
同比增长 3.29%；计算机设备行业平均
营业收入增长率为16.52%；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544.09万元，同比
下降 22.2%，计算机设备行业平均净利
润增长率为42.08%。

业内人士表示，次新股业绩“变
脸”与多种因素有关。在国开证券研究
部副总经理杜征征看来，在业绩“变
脸”的次新股中，除了一小部分上市公
司上市前利润“包装”外，大部分还是
与宏观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以及整体行业
不景气有关。部分创业板次新股，以中

小市值居多，抵御外部环境变化的能力
相对较弱，外加根据订单实施情况确认
收入并无明显的季节性规律，上市第一
年尤其是第一季度的经营业绩数据也不
具有重大参考价值。

华泰证券分析师孔凌飞则表示，目
前次新股中出现业绩下滑或亏损的企业
占比低于 A 股平均水平，说明业绩下滑
和亏损并非次新股特有，甚至不是次新
股最严重，只不过次新股受到更多资金
关注，出现业绩下滑和亏损时更容易引
起注意。另外，很多公司收入确认发生
在四季度，一季度收入确认波动性较
大。因此，一季度业绩变化并不能完全
代表公司发展情况。

今年以来，IPO 核发稳定在每周 10
家左右的节奏，与以往相比，提速较为明
显。不过，业内人士表示，次新股频现业绩
下滑并不是由于新股发行提速以及发行
审核松动所致，IPO发行审核未松反严。

来自监管部门的数据显示，IPO 常
态化以前的 2016 年 1 月份到 9 月份，共

有 162 家企业上发审会审核，其中 10 家
被否决，否决率6.2%；去年四季度，新
股发行常态化的前 3 个月，107 家企业
上发审会审核，被否决的有 8 家，否决
率7.5%；今年以来截至5月3日，175家
企业上发审会审核，被否决的达 19 家，
否决率达到 10.9%，远超 IPO 常态化以
前的否决率。

与此同时，监管层针对 IPO 企业的
现场检查也不断升级。2016 年四季度，
证监会对12家企业开展了现场检查，其
中 6 家是审核中发现存在重大疑点的企
业。截至今年 3 月份，现场检查圈定了
34 家首发企业，日常审核发现重大疑点
的企业有11家。

来自监管层的消息称，去年四季度
首次开展的 IPO 企业现场检查工作今年
仍将继续，督促发行人提高信息披露质
量，督促中介机构勤勉尽责。对 IPO 中
的违法违规行为发现一起查处一起，检
查中发现的违法违规相关线索将会被移
送证监会稽查部门处理。

一季度业绩降幅超过50%的有27家——

次新股业绩频“变脸” IPO提速遭质疑
本报记者 温济聪

京东日前发布的新一季财报显示，其2017年第一季
度净收入 762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41.2%，净利润为
3.557 亿元人民币。这是基于美国通用会计准则（US
GAAP）计算下，京东首次实现盈利。

尽管京东 CFO 黄宣德对公司接下来的利润预期保
持谨慎，但由于亚马逊也是在亏损 20 年后迎来拐点，随
后开启了长期盈利时代，因而也有人将京东的未来与亚
马逊的发展相提并论。事实上，京东净利润提升的背景
是，“第一季度京东的促销活动相对比较少，集团的战略
性项目还没有完全启动，相关成本影响在第一季度还没
有完全体现出来”。

此外，京东的盈利还源于成本下降。由于受春节电
商淡季的影响，虽然京东营收相较于上一季度环比下降
5.02%，但市场营销支出环比下降则高达 26.1%。同时，
去年末京东物流提升门槛至99元包邮，本季度物流成本
占比下滑5.77%，这是利润提升的一大因素。

“本季度有大约 20%至 25%的第三方商家订单由京
东物流配送，同时使用京东仓储和配送一体化服务的商
家占比约为 4%至 10%。”京东 CEO 刘强东表示，京东物
流目标很明确，就是为了更好地向全国所有有物流需要
的企业和事业单位开放。京东物流正经历着从成本中心
向利润中心的转变。今年 4 月份，京东也将自己的物流
业务剥离出来，组建了京东物流子集团。这也意味着，耗
资巨大的京东物流体系搭建基本完成，将为京东贡献越
来越多的利润。不过，黄宣德表示，物流业务的收入目前
非常小，短期内仅占1%。

“节流”之外，京东的利润提升也来自“开源”，即品类
的不断拓展。财报显示，京东2017年第一季度日用商品
及其他品类商品的交易总额为 915 亿元，相比去年同期
增长48%，占总交易额比例从2016年第一季度的48%上
升至 50%。黄宣德表示，京东第一季度自营业务毛利率
已经至少持续 4 个季度增长了超过 100 个基点，随着规
模不断扩大，毛利率和销售规模的增长也会更加强劲。
除京东的看家法宝3C品类之外，服装品类对京东的交易
量贡献巨大，同时增长非常迅速。

然而，京东眼下要面对的问题依然是随着吞并腾讯
系电商，由微信等“超级入口”导入的流量已经见顶，以及
盈利和口碑之间的平衡。目前，自营业务口碑好，但毛利
率相对较低，第三方平台利润虽高，但控制力却值得怀
疑。财报显示，京东2017年第一季度自营业务交易总额
为 1079 亿元，同比增长 42%；第三方平台交易总额为
762 亿元，同比增长 43%。黄宣德的评价似乎指明了京
东在选择第三方商家上的方向，“第三方平台业务方面，
我们的指标是看质量而不是数量和体量，京东重视的是
优质商家，我们会将资源和流量分配给这些优质商户”。

一季度净收入同比增长41.2%——

京东首季盈利由何而来
本报记者 陈 静

波音 737 完工和交付中心在舟山开工

5 月 11 日，国内期货市场黑色系品种集体下挫。大
连商品交易所焦煤期货 1709 合约、铁矿石期货 1709 合
约 和 焦 炭 期 货 1709 合 约 分 别 下 跌 3.89% 、1.27% 、
0.68%。另外，郑州商品交易所动力煤 1709 合约也下跌
了0.27%。

当日黑色系品种集体下跌，实际上是 5 月份以来这
些品种走势偏弱的延续。不过，在 4 月中下旬至 5 月初，
期货市场黑色系品种曾走势较为强劲，螺纹钢一度收出
日线8连阳。

广州期货分析师王栋表示：“由于基建需求可能会
减弱，同时最新公布的钢铁 PMI 指数也回落至枯荣值
以下，在远月需求预期减弱的情况下，这对钢价造成了
较大压力。从成本端来看，原料价格也多有下跌风险，
在螺纹钢利润尚可的情况下，其后期价格还有进一步
下跌的空间。”

上游原料端来看，目前国内有 1.33 亿吨铁矿石港口
库存。与此同时，国外矿石尤其是高品位矿到港持续增
加。有市场人士预计，近期铁矿石到港量仍会保持一个
高位水平，港口库存会继续承压，这将对铁矿石价格形成
巨大压力。“螺纹钢下行的趋势确定之后，铁矿石赖以支
撑的需求端受到打击，短期铁矿石价格预计继续下行。”
王栋说。

在焦煤、焦炭方面，在终端需求和价格疲软的背景
下，焦煤、焦炭 1709 期价可能出现明显回落。在供应方
面，后期焦煤供应预计逐步趋向宽松，目前山西临汾部分
煤矿已出现顶库现象，被迫降价销售清理库存。

期市黑色系品种集体下跌
本报记者 何 川

持续不断的内容生产能力是产业发展基石——

用新技术讲好“中国故事”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李 哲

数字技术的外衣再华丽数字技术的外衣再华丽，，文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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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造、、知识产权武器的运用知识产权武器的运用，，归根归根

到底都是为了让数字文化产业到底都是为了让数字文化产业

真正获得持续不断输出优质产真正获得持续不断输出优质产

品的能力品的能力，，讲好一个个精彩的讲好一个个精彩的

““中国故事中国故事””——

在移动互联网时代，中国的信息高
速公路建设无疑走在了世界前列。“目
前，我国信息通信基础设施已经达到了
一定的规模，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跑什么
车的问题。”北京邮电大学副教授陈洪
对记者说。

内容竞争“以质取胜”

“打开盒子，不能是空的。”国家动
漫园运营方、天津生态城产业园运营管
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赵鑫认为，科技创
新带来了文化产业的模式再造，也吸引
了资本的热烈追逐。然而，时至今日，
渠道之争，或者说“流量”之争正趋于
稳定，接下来将重回对内容质量的挖
掘。赵鑫笑着说：“如果都是倒爷，没
人生产货物，那怎么能行？”赵鑫的观
点引发了业界共鸣。“内容创意这个核
心永远不会变。我们的渠道可以变化多
端，今天看电影，明天看电视，后天看
VR，天天看手机，但是你看的是什
么？你看的是创意和内容。”完美世界
股份有限公司CEO萧泓说。

具体到漫画业，由于搭上了数字技
术发展的快车，漫画业这几年经历了爆
炸式增长。“纸媒时代是十几部漫画在
竞争，但现在这个数量已经激增到了上
万部。”A4 漫业内容总编辑刘傲雪告诉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在网络平
台刚兴起时，漫画的评价标准主要依靠
网络点击量。但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
下游企业已经不再单纯看销量、点击
量，而是像选剧本一样，开始细细考察
漫画的内容。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刘傲
雪坦言：“在平台上刷成绩、刷点击
量的手段早已被行业唾弃。这样的作品
即使能在短期博取眼球，但是粗制滥造
的内容，使其不具备进一步开发的价
值。平台之所以购买漫画原创作品，很
重要的目的就是为了获得IP，以便进行

后续游戏、动画、电影等衍生产品的进
一步转化。”经历了初期的无序竞争
后，必然迎来行业洗牌，大浪淘沙留下
的一定是内容精品。“目前，漫画行业
已经从数量爆发式发展转变为质量考验
式发展。我记得 2015 年底，业内知名
的漫画 APP 有十几个，二次元社区有
十几个，现在都只剩下几家了。”刘傲
雪说。

没有好内容，再华丽的包装也无
济于事，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无视新
技术的存在。“画得好不好，一定是最
根本的。技术起到的更多是‘优化’
作用，提高制作者效率、丰富观众感
受。”天津市好传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经
理边曦认为，从另一方面来讲，团队
对新技术的掌握越充分，竞争力也就
越强，否则会被落下很远。她举例说
道：“美影厂的老师傅画得虽然很好，
但 如 果 不 借 助 新 技 术 ， 效 率 就 会 很
低，成本有可能会成倍增长，制作周
期也会拉长许多。”

内容生产走向工业化

当文化产业进入数字时代，模式和
技术最终仍落脚在内容。内容的生产，
已不再是手工业时代的一人一笔，工业
化的流程才是“标准配置”。

“与国际相比，我国数字文化产业
的最大短板就在于工业化生产流程的应
用。”国家信息中心主任分析师张振翼
说 。 美 国 视 觉 效 果 协 会 董 事 Dayne
Cowan在与中国电影人交流时，也一再
强调：“要让一部电影在国际市场上大
放异彩，除了采用好莱坞成熟的工作方
式之外，一定要结合当地的情况和当地
导演的需求，实现流程和模式再造。”

春江水暖鸭先知，动漫业已体会到
工业化流程的差距。“与国际相比，我
们的中、后期制作达到了国际水平，甚
至某些方面已经开始领跑。我们的技术

并不落后，硬件差距也不大。但是在前
期的流程设计上还是欠缺经验。”边曦
说，就在几年前，国内动漫业才刚刚有
了产业链条的意识，现在每一家都在尝
试搭建。

如今，漫画业渐渐找到了工业化生
产的感觉。在纸媒时代，作者往往依靠
灵感创作。现在，在海量作品需求的刺
激下，漫画业逐渐步入了半流水线创作
时代。“进入工业化生产时代，绝不能
将希望押在创作者的才华和灵感上，这
是不可控的。一定要通过生产链条的完
善，保证生产效率和节奏。”刘傲雪告
诉记者，“我们现在同时制作的有 20 多
个项目，在越拉越长的链条上，每个人
都各司其职”。

最早拥有工业意识的游戏和影视领
域，则相对成熟，并衍生出了影游联动
等新模式。记者获悉，早在 2006 年，
电视剧 《武林外传》 火遍全国之时，完
美世界很快便推出了同名游戏，成为
2007 年度十大最受欢迎的网络游戏。

“从现在的视角看，当时的做法只是不
经意间的探索，现在我们的影游联动模
式已经渐趋成熟。”萧泓具体说道：“目
前我们正朝着泛娱乐化的方向发展，在
项目开始之前，影视和游戏两边的制作
团队就开始了合作，角色和情节设计实
现同步开发。同时，从营销的角度也要
做到联合营销。”

内容创新亟需人才

“招人很头疼”“人才不够”“教育
脱节”“希望政府能够在人才培养、人
才引进、中外合作办学、校企联合等
方面提供帮助和支持”⋯⋯当被问及
最急迫的需求时，居然没有一家数字
文化企业向记者提到钱的问题。但无
一例外，人才已成为每家企业最为迫
切的需求。

“人才，才是我们的核心竞争力。”

萧泓掰着指头数了起来：“其实游戏企
业最重要的生产力就是三种：一种做技
术，一种做游戏设计，一种画画。”走
进完美世界的美术创作大楼，记者看到
办公区贴着“四月公开课”的海报，包
括 linux 从零开始、浅谈怪物策略设
计、手机游戏 UI 设计分享、日语公开
课等近 20 门课程。“这些主讲人都是我
们自己的员工，他们来自不同的部门，
如果讲得好，年终会有特别的奖励。”
一旁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以人才为本的企业，自然注重员工
的培训和后续人才的培养。完美世界则
更进一步，力图推动整个行业的人才成
长。记者获悉，由完美世界创办的“像
素种籽”数字艺术教育基地刚刚揭幕，

“新一代创新人才培养计划”也于当天
正式启动。该计划致力于为游戏、影
视、动漫等数字创意领域培养高端技术
和管理人才，并为有潜质的学员及项目
提供创业合作、项目孵化、资金和办公
场地等扶持。

对于数字文化产业而言，没有人才
就没有生产力。与此同时，知识产权的
保护情况则决定了行业能走多远。“只
有政策环境、法律环境良好，知识产权
保护到位，这个行业才能健康发展。”
萧泓说。

记者从文化部产业司获悉，日前发
布的 《文化部关于推动数字文化产业创
新发展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 《指导
意见》） 对人才培养和知识产权保护都
作出了相应部署。“在人才方面，《指导
意见》 提出要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培养
兼具文化内涵、技术水准和创新思维的
数字文化产业人才。在保护知识产权方
面，《指导意见》 提出将积极建立司
法、行政、技术和标准相结合的数字文
化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完善知识产权快
速维权机制，加大管理和执法力度，打
击数字文化领域盗版侵权行为。”文化
部产业司相关负责人介绍道。

在 2017 中 国

家 电 及 消 费 电 子

博览会，参观者在

展 会 上 体 验 VR

游戏。

新 华 社 记 者

裴 鑫摄

5 月 11 日，波音 737 完工和交付中心项目在浙江省
舟山市朱家尖航空产业园开工。这是波音公司首个海外
生产基地。该项目由两个部分组成，一是波音公司与中
国商飞合资的波音 737 完工中心，二是波音公司独资的
737交付中心。 新华社记者 徐 昱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