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03投资2018年7月26日星期四
责任编辑蒋宝泉 美术编辑陆轶

联系我们 qnbcjb@163.com

■资讯

青年报记者 孙琪

本报讯 昨日，上海期货交
易所理事长姜岩在第三届中国
国际黄金大会表示，黄金期货上
市十年来，市场总体运行平稳，
投资者结构不断优化，价格发现
和套期保值的功能逐步发挥。
截至2017年底，按单边统计，黄
金期货总交易量突破15万吨，
年度成交量连续五年位居全球
第2位。

由中国黄金协会、世界黄金
协会联合主办，上期所、工商银
行、招金集团等单位合作举办的
第三届中国国际黄金大会于7
月25日在北京开幕。姜岩在大
会主旨发言中介绍，黄金期货十
年磨一剑，于2008年1月正式
挂牌交易。上市十年来，上期所

致力于加强市场一线监管，筑牢
风险防范第一道防线，发挥交易
所的核心枢纽作用，推进黄金期
货产品和业务创新。据了解，截
至2017年底，按单边统计，黄金
期货总交易量突破15万吨，年
度成交量连续五年位居全球第
2位。截至目前，除了个人客户
和一般单位客户以外，已有18
家商业银行会员、1.2万个特殊
单位客户（包含期货公司资管、
券商集合理财以及基金专户等）
可参与黄金期货交易。

据悉，作为本次大会的战略
合作伙伴，上期所将于今日主办
黄金衍生品发展论坛暨黄金期
货上市10周年专题活动，国务
院发展研究中心、交通银行等单
位专家将作为嘉宾就黄金期货
市场的创新发展进行深入研讨。

黄金期货年成交量
连续五年全球第二

青年报记者 吴缵超

本报讯 新东方教育集团旗
下的新东方在线近日在港交所
提交上市申请资料，这家在线教
育公司，全职教师仅仅62名，加
上上千名的兼职教师，去年全年
创造了近亿元的净利润。

招股书显示，新东方在线成
立于2005年，是新东方教育集
团旗下在线教育网站。新东方
在线于2014年从新东方教育集
团独立分拆，面向学前儿童、中
小学生、大学生以及职业人群提
供专业在线教育服务。

背靠新东方教育集团的新东
方在线，控制权在创始人俞敏洪
手里，腾讯位列第二大股东。招
股书引用了沙利文报告称，2017
年按总营收计算，新东方在线是
中国大学考试备考市场中最大的
在线教育品牌，占据8.2%的市场
份额。业绩方面，新东方在线
2016年营收为3.34亿元，净利润
为5955万元；2017年营收为4.46
亿元，净利润为9221万元。

新东方在线只有62名全职
教师，以及957名兼职教师，另
外还有 53 名全职及 1525 名兼
职导师。这意味着，62名全职

教师、53名全职导师，加上兼职
员工，新东方在线创造了近亿元
的净利。更值得一提的是，从事
在线教育的新东方在线毛利率
相当高，2016财年和2017财年
的毛利率分别为 67.4%和 68%，
这会令不少行业羡慕。

虽然新东方在线的全职老
师不多，但是付费学生人次却保
持着稳定增长。

招股书显示，目前新东方在
线包含三大核心课程为大学教
育、K-12 教育、学前教育。从
2017年6月1日至2018年2月
28日的9个月中，新东方在线的
付费学生总人数约为 140 万。
其中大学教育付费人次占比最
多，付费学生人次超过85万人，
占比达到59.1%，其次是学前教
育46万人，占比31.9%，K-12教
育12.9万人占比9%。

2017财年，新东方在线来
自大学教育业务的收入为3.36
亿元，占总营收的比重为75.2%，
远高于 K12 教育和学前教育。
K-12 教育收入 4295 万元，占
总营收的比重为9.6%，付费学生
人次占比位居第二的学前教育，
其收入在2017年仅为341.6万
元，占总营收的比重为0.8%。

对于最赚钱的大学教育业
务，新东方在线在招股书中更加
细分为其包括大学考试备考、海
外备考和英语学习，这部分的课
程主要以直播及录播形式来呈
现。作为中国大学考试备考市
场中最大的在线教育品牌，招股
书同样显示，在所有课程中，大
学考试备考课程显然最受“追
捧”，2017财年，在大学考试备
考课程上的付费学生人次达到
了57.7万人。

很有意思的是，招股说明书
还显示出每个学生在新东方在
线各类课程设置中的平均开支，
从2017年6月1日至2018年2
月28日的9个月中，每个学生在
海外备考上平均花费1340元，
超过其余课程，而大学考试备考
课程平均花费是477元，学前教
育平均花费36元，K12教育平均
花费1026元。

不过，新东方在线2017年
营收为4.46亿元，销售与推广
开 支 达 到 1.33 亿 元 ，占 比
29.7%，新东方在线也认为，随着
业务增长，销售与推广开支还会
增加。市场人士分析，在线教育
领域资本热潮涌动背后竞争仍
在加剧。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24 日敦促通过合作来解决全
球失衡问题，并警告全球各经
济体外部失衡持续可能加剧
贸易紧张局势和导致金融环
境更快收紧，对全球经济构成
威胁。

IMF在当天发布的《2018外
部风险报告》中说，近年来全球
经常账户失衡状况总体未有明
显改善，经常账户失衡越来越
集中于美国等发达经济体。

报告指出，美国的减税增
支等财政刺激政策将推动美国
更快加息、美元走强和美国经
常账户逆差进一步扩大。短期
来看，这可能会加剧全球贸易
紧张局势和导致全球金融环境
更快收紧，一些新兴经济体更

容易受到资本流动突然逆转的
影响；从中期来看，美国经常账
户逆差持续可能会限制全球经
济增长并带来其他问题。

报告建议，拥有大量经常
账户顺差的经济体通过增加国
内基础设施投资和完善社会安
全网来提升国内消费，拥有大
量经常账户逆差的经济体则应
减少政府借贷、增加储蓄、通过
结构性改革降低劳工成本和提
升竞争力。

IMF 首席经济学家莫里
斯·奥布斯特费尔德当天在新
闻发布会上表示，IMF 的研究
显示贸易政策对于经常账户
失衡并不具有重大可衡量的
影响，他敦促所有经济体避免
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因为

这不仅会伤害本国和全球经
济增长，而且对纠正全球经常
账户失衡并无帮助。他还建
议所有经济体通过完善多边
贸易体制来推动贸易自由化
和解决贸易分歧。

奥布斯特费尔德当天在接
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还说，从
实际有效汇率来看，人民币汇
率、欧元汇率分别与中国、欧元
区的经济基本面大体一致；美
元汇率略有高估，这与美国经
常账户逆差较大相关。

IMF自2012年开始每年发
布《外部风险报告》，对美国、中
国、德国、日本等全球29个主要
经济体和欧元区整体的外部失
衡情况及汇率进行分析评估。

据新华社电

IMF敦促通过合作来解决全球失衡问题
青年报记者 吴缵超

本报讯 中国证券业协会发
布了今年上半年证券公司债券
承销业务专项统计情况，上半年
沪深交易所市场共有10家券商
作为绿色债券主承销商或绿色
资产证券化产品管理人承销发
行 9 只产品，合计发行金额
58.06亿元。同期，有10家券商
承销发行9只创新创业公司债，
合计发行金额28.15亿元。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在沪
深交易所市场作为主承销商（包
括联合主承销）承做绿色债券的
证券公司包括平安证券、华金证
券、浙商证券、中信公司、中信建
投、财通证券、天风证券、银河证
券、摩根士丹利华鑫和申万宏源
承销保荐。其中，平安证券、华

金证券、摩根士丹利华鑫证券、
财通证券、浙商证券在今年上半
年的绿色债券（含资产证券化产
品）已发行金额规模排名前五。

上半年，作为主承销商承做
双创债发行项目的证券公司包
括中金公司、东吴证券、国泰君
安、华安证券、华创证券、九州证
券、平安证券。其中，国泰君安、
国信证券、中金公司、东吴证券、
海通证券承做双创债的发行金
额居前。

中国证券业协会数据还显
示，上半年18家参与地方政府
债券发行的证券公司中，实际中
标金额排名前六位的券商，包括
中信证券、中信建投、东方证券、
国泰君安、兴业证券、国信证券
等，实际中标金额都超过10亿
元。

上半年券商发行
绿色债券58亿元

新东方在线拟赴港上市

近亿元利润主要“依靠”兼职教师

青年报记者 孙琪

本报讯 这几年虽然持续弱
市，但并未阻挡公募基金经理和
高管的“奔私”热潮。今年以来，
外资私募开始加速中国市场的
布局，公募基金经理和高管“奔
私”有了新出路。

据媒体统计，目前已有 13
家外资机构获批私募管理人
资格，分别为富达、瑞银、富
敦、英仕曼、惠理、景顺、路博
迈、安本、贝莱德、施罗德、安
中投资、桥水、元胜，这些私募
将在中国开展向内地投资者
募集投向A股的私募投资管理
业务。而记者翻看这些洋私募
登记资料，发现这些私募机构的
高管名录出现了一些公募基金

高管名字。
基金业协会官网显示，毕盛

（上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于7
月17日完成登记，登记资料显
示，这是一家外商独资企业，实
缴资本250万美元。其法定代
表人是SHENG XIE，即谢生，其履
历显示，他曾在公募基金及内地
券商工作过多年，他2004年至
2005 年在嘉实基金任总监，此
后在湘财荷银基金（现为泰达宏
利）、景顺长城基金等任职高
管。另外，去年登记的路博迈投
资管理（上海）有限公司，也是一
家外商独资企业，注册资本是
200万美元，该机构法定代表人
刘颂在加入路博迈之前，曾在海
富通基金公司任职高级战略顾
问、总经理。

金融对外开放加速
加盟“洋私募”成新选择

新东方在线拥有上千名兼职教师。 青年报记者 施培琦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