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ST皇台：库存酒不见了！獐子岛：哦，我扇贝又跑了！ST保千
里：亏到无法计算！……近期，随着A股上市公司纷纷公布2017
年业绩预报，一些企业的“奇葩”亏损理由着实令市场震惊。

证监会相关负责人表示， 将对上市公司披露信息作假等违
法违规行为一查到底，切实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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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杜静 邓茜 乔继红

“突如其来的波动重创了金融市场……彻底打破持
续近9年的牛市行情大部分时间里所保持的平静。”美国
《华尔街日报》这样形容最近的美股暴跌。

5日，纽约股市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暴跌上千点，单
日下跌点数创历史新高。6日， 道指尽管收盘强劲反弹，
但全天剧烈震荡， 其中最大下跌567.01点 ， 最高上涨
600.48点，全天振幅逾1100点。

美股剧烈震荡也波及全球。6日， 东京股市日经225
指数收盘下跌4.73%； 德国股市DAX指数下跌2.32%；其
他主要股市也出现不同程度的下挫。

业界观点认为，美股下跌的主要原因是过去多年以
来较快上涨后的调整和加息预期。德国知名基金经理延
斯·埃哈德认为，美股大跌内因在于“过热”，从而产生回
调的内在需求，导火索则是美国就业数据引发市场对通
胀和美联储加息的担忧。

中银国际环球商品市场策略主管傅晓也认为，近日
全球股市大幅下跌，其触发点是美国就业数据好于市场
预期，引发投资者关于美国通胀上升以及美联储加快升
息步伐的担忧。

在业界看来，近期的股市震荡预示，高波动性或将
成为2018年全球股市的一大关键词。

“过去一周出现的抛售，可能标志着市场开始进入
较为动荡的时期。”《华尔街日报》如此警告。截至目前，
道指已连续三个交易日出现至少1%的波动幅度， 相比
之下，2017年全年总共出现10次这样的情况。

与此同时， 衡量标准普尔500指数未来30日波动情况
的指标———芝加哥期权交易所波动指数 （又称 “恐慌指
数”）在2017年创下最低年平均值之后，近日大幅飙升并触
及今年以来的最高水平，表明投资者押注市场将更动荡。

安联保险公司首席经济顾问穆罕默德·埃里安预
计，近期全球股市这种震荡加剧的情况还将继续。

今年全球股市之所以可能呈现高波动性特质，主要
有以下几方面原因：首先，美股估值水平偏高。高盛美国
证券策略首席分析师戴维·科斯廷认为， 当前标准普尔
500指数成分股的平均市盈率达到18.8倍左右， 从历史
来看已经处于较高水平；其次，全球股市普遍存在较强
关联性，美股波动可能引发全球股市震荡；再次，美联储
会否超预期加息，成为全球股市面临的一大“黑天鹅”风
险。正如此次触发市场动荡一样，这一风险未来还可能
继续发酵。

尽管今年波动性或将增强， 但分析人士普遍认为，
全球股市并不存在显著的熊市甚至危机风险。在傅晓看
来，近期的股市调整是短期的、技术性的抛售，并不意味
着市场长期走势的转变。 本轮调整主要因此前估值过
高、价格上涨过快导致，适当回调有助于释放风险。目前
全球宏观经济依然向好，基本面没有显著变化。

此外，世界经济加快复苏，企业盈利水平明显改善，
也为股市长期向好提供了有力支撑。

对于中国股市，分析人士认为，外围市场波动会对
中国股市产生一定影响，反之亦然。但这种影响多是短
期的， 中国股市通常与世界其他股票市场的关联性较
低，其运行更多是自身因素决定的，但也需要防止全球
市场心理波动产生的共振风险。（新华社北京2月7日电）

全球股市或进入
高波动期

“奇葩”年报
今年何其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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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2
二等奖 18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1479758
0 11040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452
1111
13654

9
28
314

879
200
50

六等奖
七等奖

17732
137223

424
3290

10
5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开奖信息
2018年2月7日 第2018017期 开奖号码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下期奖池：0 元
03 2206 07 09 15 19 24

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8年 2月 7日

第 2018038期 开 奖 号 码
湖南省中奖情况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类别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单选 1305 1040 135720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1361 173 235453

8 95

� � � � A股3500多家上市公司，亏损
企业年年有。业内认为，今年一些
上市公司亏损数额较大与宏观经
济的结构转型有一定关系，而监管
部门加强上市公司监管， 加大调
查、惩处力度也倒逼上市公司自己
“洗脸”，主动“卸妆”，“素颜”出镜。

2017年， 中国证监会作出行
政处罚决定224项， 罚没款74.79

亿元，对44人实施市场禁入，均创
历史新高。 沪深交易所加强实施
“刨根问底”式实质性信息披露监
管， 仅上交所2017年共实施纪律
处分90件，同比增长近30%；采取
监管措施4942次， 共涉及5373个
市场主体。其中，纪律处分针对的
违规行为中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监
管占比达到78%。

“随着监管加强， 一些企业
就把之前‘虚假’ 的业绩泡沫一
次性挤掉， 巨亏之后， 轻装上
阵。” 无锡方万投资有限公司总
经理陈绍霞说， IPO常态化后，
对垃圾股、 壳资源的价格形成重
压， 估值变低， 上市公司做高股
价的冲动减弱。

此外，专家认为，2017年5月发
布的减持新规也压制了大股东等
粉饰业绩的欲望。 但记者调查发
现，有一些公司业绩“变脸”和减持
行为说不清道不明。

例如， 2017年9月2日， 獐子
岛披露了第二大股东北京吉融元
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和岛一
号证券投资基金的减持计划。 当
时， 獐子岛刚披露2017年靓丽的
半年报： 实现净利润3077.47万
元， 同比增幅高达360.16%。 随
后， 2017年11月13日至12月19
日， 和岛一号基金分四笔卖出獐
子岛股票 199.85万股， 套现逾
1500万元。 到了1月30日， 公告
就预报巨亏。

� � � �此次各种“奇葩”公告粉墨登
场，引发关注。

二级市场的投资者看企业经
营状况， 最直接的窗口就是企业
发布的公告，而这其中最主要的、

信息量最足的便是业绩公告。上
市公司通过一些会计手法或财务
作假，显然会误导投资者的判断，
给投资者造成损失。

“这么多‘奇葩’ 亏损理由
出现， 太缺少资本市场的严肃
性， 会对整个资本市场的健康氛
围产生不良影响。” 陈绍霞说，
监管层仍要加大力度调查这其中
可能涉嫌的违法违规事项， 加大
惩处力度。

“从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方

面说，监管应该对业绩下滑、出现
问题的公司更加严格， 对一些信
息披露不完善、财务造假，或是有
经营责任的相关负责人， 要进行
严厉处罚， 给投资者提供公平公
正公开的市场环境。”前海开源基
金董事总经理杨德龙说。

证监会相关负责人表示，对
上市公司披露信息作假等违法违
规行为，监管部门将一查到底，切
实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据新华社北京2月7日电）

监管刨根问底
企业主动挤泡

沫“卸妆”

严肃！发公告
岂是“儿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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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家公司从预盈
变脸预亏

“奇葩”亏损理由
争相登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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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1月30日晚
间，獐子岛公告，
称部分海域的底
播虾夷扇贝存货
异常，2017年的业
绩从预盈调整为
预亏5.3亿元至7.2
亿元。理由与该公
司在2014年的“扇

贝跑路”如出一辙———天不作美。
“扇贝又跑路”公告一出，更多企业的“奇葩”

亏损理由被公众挖了出来。
———甩“锅”前任。ST保千里公告称，受原实

际控制人庄敏涉嫌侵占公司利益事件影响，公司
下半年经营业绩持续下滑。据了解，因庄敏等“前
任”作为，ST保千里目前已被监管立案调查。

———老板“失联”。巴士在线此前预计2017年
全年实现盈利1.64亿元至2.1亿元，结果转头就变
脸，预计全年净利润亏损15.00亿元至18.00亿元，
调整幅度2023.06%。原因则是上市公司的法人代
表王献蜀失联。

———“信誉”计提。前三季度业绩高增长的千山
药机1月29日晚间公告， 因对湖南乐福地医药公司
商誉全额计提减值准备3.1亿元等， 预将导致2017
年度净利润亏损约2亿元。

———“放弃治疗”。 乐视网称预计将对关联方应
收款项计提坏账准备， 预计将对部分长期资产计提
减值准备，累计预亏损116亿元。

截至2月2日， 目前A股已有102只个股大幅
下调业绩预期， 其中有20家公司从预盈变脸预
亏，有61家预盈利润缩水，还有一家就是保千里
亏损数额“暂时无法确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