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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前一季的“高歌猛

进”相比，互联网巨头今年第

二季度的数据有点“不如预

期”。这是因为，随着我国互

联网产业用户量趋于稳定，互

联网巨头获取新用户难度正

在加大，业绩难以保持高增

速。对此，互联网企业正持续

打造核心竞争力，积极寻求与

传统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并以

之作为长远发展动力

本版编辑 孟 飞

□ 作为首批FOF产品，基金公司不希望砸了招牌，在投资上

宁愿少赚也不愿承担过高的风险

□ 在成立时间不长的情况下，前两批FOF季报和年报的信息

或许更多反映了公募FOF在建仓之初的配置思路，尚不稳定

8 月 24 日，阿里巴巴公布 2019 财
年第一财季财报，BAT （百度、阿里巴
巴、腾讯） 三巨头自此均交出自己新一
季“成绩单”。

与此前一季的“高歌猛进”相比，
尽管从绝对数字来看，互联网巨头们拿
出的数字依然可圈可点，但“不如预
期”却成为本季的关键词：百度第二季
度净利润 64 亿元，同比增长 45%，但
第一季度净利润 67 亿元，同比增长
277%；腾讯第二季度净利润 178.67 亿
元，同比下降2%，环比第一季度的240
亿元下降了23%；阿里巴巴新一季虽然
营收同比大涨 61%至 809.2 亿元，但每
股 收 益 为 8.04 元 ， 不 及 预 期 的 8.19
元。京东同样被认为第二季度财报显示
增速放缓和净利润不及预期。互联网企
业 为 何 在 高 速 成 长 中 依 旧 “ 不 及 预
期”？它们的财报又如何勾勒出未来发
展的方向？

被高估的“新增蛋糕”

从数据来看，中国互联网企业并
没有脱离“优等生”的队伍。海外五
大科技股脸书、苹果、亚马逊、奈飞
和谷歌的新一季财报显示，它们的营
收增速都没有超过 50%。“不及预期”
的判断，更多来自于分析师们更为乐
观的估计。

以对腾讯和网易贡献最多利润的游
戏业务为例，腾讯网络游戏收入为 252
亿元，同比增长 5.6％，但这是其自
2016 年以来首次增长率跌破 10%。新
一季财报显示，网易游戏业务收入毛利
率达到 6 个季度来的最高点 64.3%，贡
献了64.7亿元毛利润。但网易整体净利
润仅为 21.07 亿元，游戏在网易收入的
占 比 也 由 去 年 同 期 的 70% 下 跌 至
61.78%。中国音像与数字出版协会游戏
出版工作委员会发布的报告也显示，今
年上半年中国 PC （个人电脑） 端游戏
收入 315.5 亿元，首次出现下滑。移动
游戏同比增长 12.9%，与去年近 5 成的
增速相比放缓不少。尽管这其中有版号
停止发放等外部因素，但从根本上来

看，游戏行业已成存量市场，游戏玩家
长期稳定在 6亿左右，新增蛋糕并没有
想象中巨大。

“超级入口”的用户数增速更说明
问题。在腾讯新一季财报中，微信月活
账 户 达 到 了 10.577 亿 ， 同 比 增 长
9.9%，而上一季的增速为 10.9%；在阿
里巴巴方面，新一季中国零售市场的年
度活跃消费者数量为5.76亿，相比上一
季增长了 2400 万，而在上一季财报
中，该增加值为3700万。

不久前在中国香港上市的小米发布
的第一份财报则从另一个角度佐证了市
场的成熟。小米财报显示，2018 年第
二季度小米智能手机分部收入约 305亿
元，单价由 2017年第二季度每部 863.8
元提高至 952.3 元，在中国市场的单价
同比增长更高达25%，消费者对便宜的
入门型智能手机的热情正在消退。

多个数据表明，我国互联网产业的
用户量正趋于稳定，互联网巨头获取新
用户的难度正在加大，这也让它们的业
绩增速难以保持之前的陡峭曲线。不
过，拼多多的成功已经证明，二线及以
下市场仍存在大量尚未被充分服务的用
户。阿里巴巴最新财报显示，上一季新
增用户中大约80%的用户来自二线及以
下城市。微信生态链服务平台微动天下
创始人毛磊也表示：“小程序在一二三
四 线 城 市 的 用 户 比 例 分 别 是 19% 、
25%、20%、36%，三四线市场用户数
相加已经过半。”

寻找增量新空间

我国互联网企业未来的盈利空间在
哪？

从财报来看，研发投入和人才储
备被认为是打造核心竞争力的关键。
阿里巴巴财报显示，上一季授予员工
蚂蚁金服股权奖励非现金开支达 111.8
亿元，股权奖励总开支达 164亿元。飙
升的股权奖励成本背后，是阿里巴巴
选人、用人、留人的决心。京东财报
显示，今年第二季度，其用于技术研
发上的投入增加到 27.81 亿元，较去年

同期的 15.46 亿元大幅增长 79.8%。百
度财报也显示，今年第二季度在人工
智能研发上投入了 40 亿元，同比增长
28%。小米也将研发开支由 2017 年第
二季度的 7.073 亿元增加 92.8%至 2018
年第二季度的 13.636 亿元，并表示主
要用于“互联网服务及多个新研究项
目的研发扩大”。

另一方面，互联网企业也在积极
寻求与传统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并以
之作为长远发展动力。阿里巴巴新一
季 财 报 显 示 ， 其 新 零 售 业 务 增 长
344%。阿里巴巴集团 CEO 张勇表示：

“未来，一方面将继续孵化新零售方
式，另一方面会继续帮助零售合作伙
伴，将它们现有的零售架构升级为数
字销售形式。”

传统零售企业的财报则佐证了智慧
零售的力量。阿里巴巴入股的三江购物
发布的半年报显示，公司报告期内实现
营收 20.77 亿元，同比增长 7.91%。三
江购物方面称，营收上涨主要得益于新
店开店提速及创新店销售增长，而创新
店正是在与阿里巴巴合作后启动的全新

业务。家乐福发布的半年报也显示，
2018 年上半年亚洲市场实现经营利润
3200 万欧元，较去年同期的 1200 万欧
元提升高达 177%。家乐福中国方面表
示，数字化转型对经营利润的提升有显
著成效。今年 1月份，家乐福宣布与腾
讯达成战略合作关系。

云业务的快速增长则是互联网企业
与传统经济融合的又一个注脚。腾讯财
报显示，包含云计算、第三方支付等在
内的其他业务收入达174.96亿元，环比
增长 9.61%，同比增速则高达 81%。阿
里云在新一季营收达到 46.98 亿元，单
季营收超过 2017 年上半年的 45.94 亿
元，同比增长 93%。“智慧上云”已成
为传统行业发展的大趋势。金山云CEO
王育林表示：“从去年开始，云计算已
经迎来下半场。当前我国大力推动智慧
城市建设和企业数字化转型，云计算行
业头部企业的市场竞争空前激烈。”来
自金山软件的财报显示，今年第二季
度，金山云营收达到 4.687 亿元，比去
年同期增长54%，占金山软件营收比重
提升至35%。

互联网巨头新一季“成绩单”悉数出炉——

互联网企业：精耕细作才能积聚新优势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陈 静

去年，我国互联网平台企业的总收

入达到1.07万亿元，首次突破万亿元大

关，同比增长 46.8%，是国内生产总值

（GDP） 6.7%增速的 7 倍。不过，随着

客户规模日趋接近互联网人口上限，互

联网平台企业获客的边际成本不断提

升，反映在其财报中便是传统业务收入

增速不及预期。

面对市场竞争加剧，传统业务增收

后劲不足的现实。大型互联网企业需要

从两方面加以努力：一是通过强化服

务，提升传统业务吸引力，提高客均收

入贡献度；二是开发新业务，满足客户

不断增长的消费新需求，比如教育、医

疗、娱乐，等等。

无论从哪个方向开拓，都需要互联

网企业放下“唯快不破”的高速成长幻

想，摒弃千方百计打击对手、消灭对

手，在最短时间内奠定两家甚至一家巨

头垄断的恶性竞争手段，苦练内功，将

有限的资源投入到有效改善客户服务体

验和产品创新上，通过对市场的精耕细

作，稳扎稳打，进而不断积累起新的竞

争优势。

保持增长还需苦练内功

□ 梁 睿

本报讯 记者张雪报道：财政部部长刘昆 8 月 28
日表示，将坚持标本兼治，依法依规管控地方政府债务
风险。

刘昆是在受国务院委托向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
第五次会议作今年以来预算执行情况的报告时作出上述
表述的。

刘昆表示，下一步，将从五方面强化地方政府债务管
理：一是坚决遏制隐性债务增量，督促整改政府投资基
金、PPP、政府购买服务中的不规范行为，严禁各种违法
违规担保和变相举债。

二是妥善化解隐性债务存量，省级政府对本辖区债
务负总责，省级以下政府各负其责，重点加强对高风险地
区债务化解力度。

三是进一步完善地方建设项目和资金管理，强化财
政约束，有效抑制地方不具还款能力的项目建设。

四是持续保持高压监管态势，建立健全跨部门联合
惩戒机制，严肃问责地方政府、国有企业、金融机构、中介
机构违法违规融资担保行为，做到终身问责、倒查责任。

五是研究出台加快融资平台公司市场化转型、地方
政府债务信息公开等制度办法，加快推进权责发生制政
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改革，健全债务管理长效机制。

刘昆说，今年以来，我国积极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
务风险，进一步完善监管政策，从规范金融企业对地方
政府和国有企业投融资行为、加强对企业发行债券的监
管等方面入手，坚决遏制隐性债务增量。与此同时，平
衡好防风险和稳增长的关系，今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比
去年增加 2.18 万亿元，以保障地方重大公益性项目建
设融资需求。

财政部部长刘昆：

依法依规管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

本报讯 记者徐惠喜报道：8月 28日，“与改革开放
同行——中国社会科学院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系列智
库论坛”第三场在北京举行。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谢伏瞻
在论坛上表示，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与我国市场经
济改革总体进程基本适应，始终坚持了自主性、渐进性、
可控性的原则，与我国对外开放总体进程是相匹配的。

谢伏瞻表示，我国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经历
了三次比较大的改革和八次小的调整，取得了四方面成
效。一是有效推动了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过去40年，
汇率形成机制改革适应了中国对外开放的需要，为提高
对外开放水平提供了动力和压力，促进了出口结构的优
化和外贸发展方式的转变，为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可持
续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通过汇率改革，也促进
了对外经济政策的调整，在此基础上，通过扩大内需，改
革生产要素的价格，扩大进口等政策措施，加快了经济结
构调整的步伐。汇率改革使“引进来”和“走出去”的步伐
大大加快，促进了中国的工业体系加快融入到国际产业
链，提升了中国整体经济参与全球市场的深度。

二是促进了经济增长和宏观经济内外平衡。汇率改
革推动中国改变了过度依赖出口的经济增长方式，提高
了国内消费和服务业比重，保持中国经济“高增长、低通
胀”的运行格局，避免经济在遭遇外部冲击时出现大起大
落。同时，经济内部失衡显著缓解。

三是完善国内资本市场，抵御外部金融危机冲击。
通过汇率改革，银行间外汇市场报价活跃，掉期和远期等
衍生品市场稳步发展，外汇市场资源配置的作用进一步
增强。金融机构在适应汇率灵活性的同时，不断加强风
险管理，提高自主定价能力，改善金融服务和创新金融产
品，夯实了货币政策传导的微观基础和市场基础，增强了
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跨境资本的双向流动日趋显现，国
际收支格局开始由“双顺差”向“经常账户顺差、资本账户
逆差”转变。

四是加快推动了人民币国际化进程。2009年，跨境
人民币结算试点启动推广，人民币在跨境贸易和直接投
资中的使用频率和规模稳步增加，离岸市场迅速发展。
SWIFT统计显示，截至2017年底，人民币在国际收支货
币中的份额为1.66%，成为全球第五大支付货币、第三大
贸易融资货币和第五大外汇交易货币。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谢伏瞻：

汇率改革与对外开放进程相匹配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下称
“信达河北分公司”）拟对唐山市路桥建设有限公司项目债权
进行处置，现面向社会广泛招商，有意向者请及时与信达河
北分公司联系。具体如下：

信达河北分公司拟于近期公开拍卖唐山市路桥建设有
限公司项目债权。截至估值基准日 2018 年 2 月 28 日，本项
目债权本金余额为7,000万元，违约金3,623.5万元，债权合
计 10,623.5万元;另外，法院案件受理费 48.04万元，可主张
权益共计10,671.54万元。债务人唐山市路桥建设有限公司
位于唐山市高新区火炬路西14号，该债权由河北融投担保集
团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河北宏扬置地房地产有限公
司以其持有的石家庄方正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100%的股权
提供质押担保。

上述债权的交易对象为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但国家
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
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
会计师、评估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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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
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
近亲属关系的人员，失信被执行人或失信被执行人的法定代
表人、主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
人等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

即日起接受咨询，请拨打联系电话或直接来信达河北分
公司进行现场咨询。

联系人：郭先生
联系电话：0311-86968793
分公司地址：石家庄市平安南大街30号万隆大厦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河北分公司不

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
招商公告

上半年平均亏损扩大至2.73%——

公募 FOF 产品后续业绩值得期待
本报记者 周 琳

随着首批养老目标基金上市，公募
FOF （基金中基金） 产品再次成为关注
焦点。然而与投资者期待相差甚远的
是，今年以来公募 FOF 规模明显缩水。
2017年首批6只公募FOF发行总规模为
166.36 亿元，首募规模最大为 46.91 亿
元。中国银河证券统计显示，今年上半
年，市场全部6只公募FOF规模降至80
亿元。

除规模缩水，首批成立的 6 只公募
FOF业绩也不理想。中国银河证券统计
显示，今年第二季度公募FOF平均亏损
1.34%，上半年平均亏损扩大至 2.73%。
上半年FOF最大回撤超过2.5%，远高于
投资者预期中的2%回撤率。总体看，以
投资收益稳健著称的公募FOF平均业绩
为亏损2%左右。

海通证券金融产品研究团队首席分
析师倪韵婷认为，由于FOF基金投资的
资产主要为基金，其实际资产配置情况

相对不透明，从测算结果来看，截至
2018 年第二季度末，首批公募 FOF 基
金中实际股票资产配置比例不高，固收
类资产仍是主要投资品种。

监管部门对已上报FOF产品的发证
速度趋于谨慎。中国证监会最新数据统
计，截至8月26日，FOF产品等待“准
生证”的待审批基金已达 131 只，而获
批的仅有 39 只，其中已发行的 FOF 基
金有 12只。继 2017年 9月 8日首批 6只
公募FOF获批后，第二批公募FOF于今

年 3月获批。目前还有 10多家基金公司
拿到 FOF“准生证”后一直处于“静默
阶段”，并未有发行举动。

大泰金石研究院原资深研究员王骅
认为，首批公募FOF产品业绩不佳，在
绝对收益上表现并不突出，原因有几个
方面。其一，基金公司在投资经验上比
较缺乏；其二，作为首批FOF产品，基
金公司不希望砸了招牌，在投资上宁愿
少赚也不愿承担过高的风险。

“但拖累业绩最主要原因还是今年股

票市场行情不佳，导致股基到FOF基金
业绩回调。下半年，股市行情前景依旧
不明朗，对FOF业绩的担忧直接影响着
资金配置需求。此外，从首批FOF的投
资者结构看，目前主要以个人投资者为
主，银行等机构资金似乎对FOF关注度
并不高。在货币市场整体充盈的情况
下，资金更看好收益稳健的债券品种，
甚至货币基金。”王骅表示。

同样，长江证券研究所分析师覃川
桃认为，虽然市场上不乏对于公募 FOF
的产品定位和业绩表现的质疑声，但是
投资者应该从更为长远的角度来考察
FOF产品，充分考虑到产品的目标、投
资边界、市场定位等再来进行产品管理
优劣的评价。在成立时间不长的情况
下，前两批的FOF的季报和年报的信息
或许更多反映了公募FOF在建仓之初的
配置思路，尚不稳定，后续业绩表现更
值得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