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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不真实统计资料

珠海中富子公司被罚10万元

珠海中富5月6日披露，全
资子公司呼和浩特市中富容器
有限公司因提供不真实统计资
料，国家统计局近日决定对该
子公司处以10万元的罚款。

珠海中富称呼和浩特子公
司因提供统计数据有误，被国
家统计局认定为提供统计资料
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统
计法》第七条和《中华人民共和

国统计法实施条例》第四条第
三款之规定，属于提供不真实
统计资料。国家统计局依据相
关法规，责令该子公司改正提
供不真实统计资料的违法行
为，决定给予警告并处10万元
罚款的行政处罚。

珠海中富表示接受国家统
计局的处罚决定，本次违法行
为不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
影响，也不触及上市公司重大
违法强制退市的情形。

5月6日早盘，珠海中富盘
中价一度上涨近4%。

（张文单）

2019年5月7日星期二
编辑：陈国超 美编：马永琴 校对：蔡斌 组版：邓扬海

08 理财通

新华社上海 5 月 6 日
电“五一”小长假后的首个
交易日，沪深股指在利空因
素的影响下双双重挫。上证
综指盘中一度跌破2900点
整数位，尾盘仍录得5%以
上的跌幅。深市三大股指跌
幅都超过了7%。

当日上证综指开盘失守
3000点整数位，以2984.73
点跳空低开，此后基本呈现
震荡下行格局，午后一度跌
穿 2900 点。下探 2876.47
点后沪指跌幅收窄并重回
2900 点 上 方 ，尾 盘 收 报

2906.46 点，较前一交易日
跌 171.88 点 ，跌 幅 高 达
5.58%。

深市走势更弱。深证成
指跌破 9000 点整数位报
8943.52点，跌731.01点，跌
幅达到7.56%。创业板指数
大跌 7.94%至 1494.89 点，
中小板指数收报 5605.28
点，跌幅也达到了7.27%。

伴随股指重挫，沪深两
市个股普跌，仅百余只交易
品种收涨。不计算 ST 个
股，两市超千只个股跌停。

行业板块悉数收跌，且

除农业板块外跌
幅 均 超 过 了
2%。券商、海运、电
信服务、船舶板块领
跌。

沪深B指同步大幅
收 跌 。 上 证 B 指 跌
5.09%至 295.89 点，深
证B指跌5.62%至953.74
点。

与节前最后一个交
易日相比，当日沪深两市
大幅放量，分别成交3143
亿元和3436亿元，总量接
近6600亿元。

新华社深圳 5 月 6 日
电 中小板指 6 日低开低
走，以 5605.28 点报收，比
上个交易日跌 439.16 点，
跌幅 7.27%。中小板全日

成交额1390.85亿元，比上
个 交 易 日 增 加 约 278 亿
元。

当日，中小板有 35 只
股票收盘报涨，青农商行、

双塔食品、*ST华信等6只
股票涨停；有886只股票收
盘报跌，南国置业、云南旅
游、怡亚通等296只股票跌
停。

中小板指跌7.27%

新华社北京 5 月 6 日
电《经济参考报》5月6日刊
发题为《A股去年盈利下滑
2%》的报道。文章称，A股
上市公司 2018 年年报和
2019 年一季报数据显示，
2018年A股上市公司业绩
整体呈负增长，非金融类企
业净利下滑较为明显，而巨
额资产减值损失是造成业绩
下滑的主要原因之一。但从
一季报的情况来看，随着我
国经济企稳的预期进一步增
强，微观端的企业盈利水平
也正呈现触底回升的态势。

2018年，经济下行压力
加大给微观端的企业盈利带
来较大压力。从年报数据来
看，WIND统计数据显示，
3605家上市公司去年共计
实现营业收入 45.37 万亿
元，同比增长12%；实现归
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38万亿元，同比下滑2%。
在剔除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
类企业以及中石油和中石化
之后，其余的3518家企业去
年共计实现营业收入32.86
万亿元，同比增长12%；实
现净利润1.55万亿元，同比
下滑8%。3605家企业中，
有452家出现亏损，其中亏

损在10亿元以上的有123
家。相比之下，2017年则有
225家出现亏损，亏损在10
亿元以上的仅为26家。

而从2019年一季度的
财务数据来看，企业的盈利
情况已出现好转。3605家
上市公司今年一季度共计实
现营业收入11.35万亿元，
同比增长11%；实现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03
万亿元，同比增长9%。在
剔除了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
类企业以及中石油和中石化
之后，其余的3518家企业一
季度共计实现营业收入7.63
万亿元，同比增长9%；实现
净利润0.44万亿元，同比增
长3%。

巨额资产减值是导致上
市公司去年盈利下滑的主要
原因之一。招商证券研究显
示，2018年A股非金融上市
公司资产减值损失合计值为
5875.8亿元，同比增长达到
59.2%，而2017年资产减值
损失同比为负增长。大量资
产减值的关键因素在于去年
的股权质押风险、违约事件
以及计提了大量商誉减值。
进入2019年后，上市公司的
资产减值风险将大大减弱。

来自上交所的数据显
示，2018年沪市上市公司共
实现营业收入 33.50 万亿
元，同比增长11%，共实现
净利润2.80万亿元，同比增
长4%。其中非金融实体类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6.53万
亿元，同比增长13%；实现
净利润1.15万亿元，同比增
长7%。来自深交所的数据
则显示，2018年深市上市公
司实现营业总收入11.95万
亿元，同比增长13.33%，归
属母公司股东净利润则合计
5834.83 亿 元 ，同 比 下 降
22.88%，其中主板、中小板
和创业板分别下降4.37%、
31.74%和65.61%。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合计
为4374.69亿元，同比下降
28.61%。

值得注意的是，2018年
深市公司资产减值损失
3592.86 亿 元 ，同 比 上 升
72.26%，对深市上市公司净
利润的影响为38.11%。其
中，商誉减值1278亿元，同
比上升近 4 倍；坏账损失
977.08 亿 元 ，同 比 上 升
58.22% ；存 货 跌 价 损 失
546.86 亿 元 ，同 比 上 升
93.24%。

A股去年盈利下滑2%

新华社深圳 5 月 6 日
电 创业板指 6 日低开低
走，以 1494.89 点报收，比
上个交易日跌 128.90 点，
跌幅7.94%。当日，创业板

成交金额 900.73 亿元，比
上个交易日增加约 143 亿
元。

创业板当日有15只股
票收盘报涨，科融环境、拉卡

拉、亚光科技等5只股票涨
停；当日有733只股票收盘
报跌，GQY视讯、富瑞特装、
中泰股份等 277 只股票跌
停。

创业板指跌7.94%

新华社北京5月6日电 在
网络交易中存在的虚构交易、编
造用户评价、删除用户不利评价
等刷单炒信行为将被明文禁止，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就《网络
交易监督管理办法（征求意见
稿）》向社会征求意见。

此次修订是在原有《网络交
易管理办法》的基础上进行，根
据《电子商务法》相关规定，结合
网络交易监管执法实际，以促进
发展、规范秩序、保障各方权益
为原则，重点对网络交易七个方
面的问题进行了修改、补充、完
善。

征求意见稿提出，网络交易
经营者应当全面、真实、准确、及
时地披露商品或者服务信息，销
售商品或者提供服务应当明码
标价，不得虚构交易、编造用户
评价、删除用户不利评价，不得
违法搭售商品或者服务，不得滥
用市场支配地位，不得限制交
易、收取不合理费用等。

征求意见稿进一步加强了
对网店的监管。除依法不需要
办理市场主体登记的经营者以
外，所有网络交易经营者均应当
依法办理市场主体登记；允许符
合条件的自然人网店经营者依
法登记为个体工商户。

网络交易经营者应当在其
网站首页或者从事经营活动的
主页面显著位置，持续公示其
营业执照登载的信息、与其经
营业务有关的行政许可信息或
者上述信息的链接标识；依法
不需要办理市场主体登记的经
营者，应当持续公示其依法无
需办理市场主体登记情形的自
我声明、经营地址、联系方式等
信息或者上述信息的链接标
识。

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征
求意见稿提出，平台经营者应当
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原则，制定
平台服务协议和交易规则；应当
建立健全信用评价制度，公示信
用评价规则，为消费者提供公开
评价途径；应当以多种方式向消
费者显示商品或者服务的搜索
结果；应当对申请进入平台的经
营者的真实身份信息进行核验、
登记、建档；应当建立对平台内
商品和服务信息的检查监控机
制，依法处置、报告平台内违法
信息等。

网络交易经营者应当及时
处理消费者投诉、举报；平台经
营者应当积极协助消费者维权；
鼓励平台经营者建立争议在线
解决机制、质量担保机制。

不得刷单炒信：

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
向社会征求意见

新华社香港5月6日电 香
港恒生指数6日跌871.73点，跌
幅 2.90%，收报 29209.82 点。
全日主板成交1372.59亿港元。

国企指数跌341.39 点，收
于11233.66点，跌幅2.95%。

蓝筹股方面，腾讯控股跌
3.14%，收报375.60港元；香港
交易所跌 4.38%，收报 266.00
港元；中国移动跌0.53%，收报
73.90港元；汇丰控股跌2.29%，
收报68.10港元。

香港本地股方面，长实集团
跌2.82%，收报61.90港元；新鸿

基地产跌 1.96%，收报 134.40
港元；恒基地产跌2.38%，收报
47.10港元。中资金融股方面，
中国银行跌1.86%，收报3.69港
元；建设银行跌 2.43%，收报
6.82港元；工商银行跌2.36%，
收报 5.77 港元；中国平安跌
4.76%，收报90.85港元；中国人
寿跌6.05%，收报20.95港元。

石油石化股方面，中国石油
化工股份跌1.83%，收报5.88港
元；中国石油股份跌1.84%，收
报4.79港元；中国海洋石油跌
1.46%，收报13.48港元。

港股跌2.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