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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监会提醒投资者警惕互联网非法荐股风险
证券时报记者 程丹
近期， 不法分子利用微信、微
博、网络直播室、论坛、股吧、QQ 等
互联网工具或平台进行“
非法荐股”
活动有所抬头。 证监会提醒广大投
资者，未经中国证监会许可，任何单
位和个人均不得从事证券、 期货投
资咨询业务。 请投资者选择合法证
券期货经营机构， 获取相关投资咨
询服务，对各类“
荐股”活动保持高
非法荐股”活动，以免
度警惕，远离“
遭受财产损失。
近期非法活动的特点有三类：

一是不法分子通过微信、 微博、论
大数据诊股”
坛、股吧、QQ 等，以“
“
推荐黑马”“
专家一对一指导”“
无
收益不收费”等夸张性宣传术语，或
业绩”，招揽会员
者鼓吹过往炒股“
或者客户；二是投资者加入微信群、
老
QQ 群、网络直播室后，有自称“
师”“
专家”“
股神”“
老法师”的人，以
传授炒股经验、培训炒股技巧为名，
实际上向投资者非法荐股， 以获得
“
打赏费”“
培训费”或者收取收益分
成等方式牟利， 也有的不法分子先
免费推荐股票， 然后借机邀请投资
者加入“
内部 VIP 群”或“
VIP 直播

室”，宣称有更专业的“
老师”提供更
高端的服务， 并以各种名目收取高
额服务费； 三是有一些不法分子以
“
荐股”为名，实际从事其他违法犯
罪活动， 如利用微信群、QQ 群、网
络直播室等实时喊单， 指挥投资者
同时买卖股票，涉嫌操纵市场，或者
诱骗投资者参与现货交易（
贵金属、
艺术品、 邮币卡等） 或境外期货交
易，牟取非法利益。这些非法活动花
样繁多，欺骗性强，而不法分子往往
无固定经营场所，流窜作案，有的甚
至藏身境外， 严重损害投资者利益
和证券市场正常秩序。

证监会提醒投资者，根据《
证券
期货交易管理条例》《
证券、期
法》《
货投资咨询管理暂行办法》 等法律
法规规定，从事证券、期货投资咨询
业务， 必须依法取得中国证监会的
业务许可；未经中国证监会许可，任
何单位和个人均不得从事证券、期
货投资咨询业务。 请投资者选择合
法证券期货经营机构， 获取相关投
资咨询服务，对各类“
荐股”活动保
持高度警惕，远离“
非法荐股”活动，
以免遭受财产损失。 合法证券期货
经营机构名单可在中国证监会、中
国证券业协会、 中国期货业协会网

站查询。
证监会还提醒各互联网运营机
构，根据《
网络安全法》有关规定，网络
运营者应当依法采取技术措施和其他
必要措施，防范网络违法犯罪活动；加
强对其用户发布的信息的管理， 发现
法律、 行政法规禁止发布或传输的信
息的，应当立即停止传输该信息，采取
消除等处置措施，防止信息扩散。 互联
网运营机构要增强法律意识和风险意
识，加强前端审查和实时监控，及时清
理封堵“
非法荐股”信息，从事“
非法荐
非法荐股”活动提供便
股”活动或为“
利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美股财报季拉开序幕 贸易摩擦成关注焦点
证券时报记者 吴家明
近段时间以来， 市场对全球贸
易摩擦的担忧加剧， 全球金融市场
遭遇间歇性的破坏。 对于美股市场
而言，即使二季度财报季拉开序幕，
投资者依旧绷紧神经。
据海外媒体报道， 今年美股第
二财报季在本周揭开序幕，200 多
家标普 500 企业将在未来两周内陆
续公布业绩。目前，投资者对美股财
报季普遍感到乐观。 研究公司
FactSet 预计， 受美国经济稳健、油
价上涨以及税改利好推动， 标普
500 指数成分股二季度盈利有望同
比 增 长 20% ， 虽 然 较 一 季 度 的
24.8% 增 速 有 所 放 缓 ， 但 依 然 是
2010 年以来表现最好的二季度。 另
据瑞信的数据，如果不计税收优惠，
标普 500 科技公司二季度盈利预计
增长 19.9%， 同期金融公司盈利预

计增长 10.8%。
截至目前， 在标普 500 指数成
分股当中已有超过 20 家公司公布
了财报，其中包括百事可乐。数据显
示， 百事可乐第二季度的营收达到
了 160.9 亿美元， 同比增长 2.4%。
除去某些特定项目， 百事可乐第二
季度的每股盈利达到了 1.61 美元，
相比之下市场分析师平均预期为
1.52 美元。
券商 Earnings Scout 公司首席
执行官 Nick Raich 表示，在已经公
布财报的公司中，有 86%的业绩超
出预期， 盈利同比增幅平均值为
这是非常可观的数据，但
24.08%。 “
我们希望考察公司在公布财报后对
盈利预期进行修正， 并将其与原先
公布的数据进行比对， 以确定其潜
在盈利增长预期能否持续改善。 ”
市场分析显示， 二季度美股企
业运营大概率向好， 但贸易摩擦却

给财报季带来了很多不确定性，市
场对利好财报的反应可能有限，理
由是由于美国与世界各大经济体
之间的贸易摩擦可能导致企业下
调对下半年的盈利预期。 在未来两
周内发布财报的企业中，有更多的
公司会受到贸易摩擦的冲击，包括
波音公司、西屋电子以及卡特彼勒
等大型跨国企业。 此外，美国摩托
车生产企业哈雷戴维森上月就因
受贸易摩擦波及而发布了盈利预
警。 目前来看，关税或许不会影响
即将发布的二季度盈利数据，但可
能影响的是未来预期，从而打击市
场的信心。
金 融 服 务 公 司 Edward Jones
投资策略师沃恩表示， 对于可能爆
发的破坏性贸易战外部风险， 对美
国中小型股票有利， 因为它们对海
外营收的依赖程度较低。 有分析人
士表示， 美股企业获利面临的其他

风险也在加剧， 包括利率走高和美
元升值， 这些风险在下半年可能构
成更大的问题。
新加坡国有投资公司淡马锡
控股认为， 即便不全面爆发贸易
战， 美国未来两到三年内陷入经济
衰退的可能性也已大幅上升。“
虽然
美国的经济增长依然强劲，但随着
劳动力市场的紧缩和企业面临不

断上涨的成本， 美国的经济扩张周期
已进入尾声。 ”
而在 11 日亚洲股市交易阶段，出
于对全球贸易摩擦的担忧， 亚太股市
全线走低， 日本股市日经 225 指数早
盘一度大跌近 2%，截至收盘该指数下
跌 1.2%，报 21932.21 点；韩国首尔综
指的跌幅为 0.59%， 欧洲股市英法德
股指盘中跌幅也超过 1%。

欧元区国家房价
上涨势头猛
证券时报记者 吴家明
除了德国， 整个欧元区的房价似乎都处在
快速上涨的阶段。 据海外媒体报道，欧盟统计局
发布数据显示，2018 年第一季度欧元区的房价
上涨了 4.5%， 创 2007 年第一季度以来最快的
同比增速。
在欧盟成员国中，拉脱维亚、斯洛文尼亚、
爱尔兰、 葡萄牙及斯洛伐克的房价均出现了两
位数上涨。 其中，拉脱维亚和斯洛文尼亚的房价
上涨幅度更超过了 13%。此外，瑞典和意大利的
房价跌幅为 0.4%，芬兰跌幅为 0.1％。
欧洲央行管理委员会委员维勒鲁瓦德加洛
近日强调，如果通胀形势允许就升息，欧洲央行
的首次加息行动可能最早发生在 2019 年夏季。
欧洲央行在 6 月政策利率会议上也明确表示，
将保持目前的利率不变至少到 2019 年夏天，因
此这种快速增长的房价， 正迫使各国政府采取
措施来加强对银行贷款的控制。 在今年年初，爱
尔兰央行就对银行贷款规模设定了更严格的上
限。 葡萄牙央行也将从 7 月开始推出一系列基
于借款人收入情况的贷款上限。
面对房价上涨， 德国一度成为许多人心目
乌托邦”：从 1977 年至 2016 年，德国人均
中的“
收入增长约 3 倍， 但同期名义住房价格仅上涨
约 60%，这不仅提高了民众的幸福度，也成就了
“
德国制造”， 德国房价也一直以长期稳定而闻
名全球。 不过，这一切似乎也发生了改变。 地产
咨询公司莱坊发布的全球房价指数显示，2017
年柏林房价涨幅达 20.5%， 为全球房价涨势最
猛的城市之一。 人口激增、租金上涨以及外来投
资者涌入，成为柏林房价高企的三大主因。
德国总理默克尔曾表示， 德国迫切需要大
量民众负担得起的住房。 目前，联邦政府为住房
预留了 60 亿欧元资金， 其中 20 亿将注入社会
福利房项目，并进一步保障租客的权利。
对于欧元区国家的房价上涨， 有分析人士
表示， 此次房价的上涨将在未来几个月带动欧
洲经济增长， 因为高房价让房产所有者感到富
足，也让他们更加倾向于增加消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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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协报告：2018年银行业
整体经营业绩有望继续改善
证券时报记者 孙璐璐
中国银行业协会昨日发布 《
中
国银行业发展报告（
2018）》，这已是
连续第八年发布 《
中国银行业发展
报告》。
《
报告》称，2017 年中国银行业
总体经营稳健，发展态势向好。2017
年中国银行业经营环境趋于改善，
全球经济增速温和回升， 国内经济
开启高质量发展，并实现稳健增长。
在此背景下， 银行业资产负债规模
继续保持增长， 净利润增速明显回
升，2017 年商业银行累计实现净利
润 17477 亿元，同比增长 6%，增速
较 2016 年上升 2.5 个百分点。 商业
银行净息差从 2017 年二季度开始，
连续三个季度出现回升， 带动银行
业绩出现改善。
《
报告》认为，2018 年银行业监

管态势依然严峻， 防控金融风险仍将
是银行业的重点工作。在此大背景下，
我国银行业发展将进入变革的关键时
期， 银行业整体经营业绩有望继续改
善，战略前瞻精准、创新能力突出、综
合布局完善、负债基础扎实、风控能力
较强、 经营稳健的银行将在竞争中有
更优异的表现。
具体来说，一方面，资产负债将
降速提质， 结构面临调整。 《
报告》
称，2018~2019 年， 我国银行业的资
产负债结构将继续出现积极变化，一
是贷款占生息资产的比重将有所增
加；二是同业资产、同业理财 、 通 过
“
特殊目的载体” 的投资等业务的规
模或增速将进一步降低，表外业务总
规模也将继续回落；三是银行业经营
行为趋于理性和规范，风险合规经营
意识将加强。
另一方面，不良贷款率企稳，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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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有望延续改善。 《
报告》 认为，目
前，银行业资产质量改善趋势明确，存
量风险压力将得到有效缓解。 供给侧
改革的持续推进，钢铁、煤炭等重点领
域去产能顺利进行， 传统行业供需得
到改善， 都将促进微观企业盈利状况
的改善，从而降低不良生成率。
不过，《
报告》也认为，未来银行非
息业务收入仍将面临挑战。 2017 年非
息业务收入占比首次出现下降， 主要
是由于 2017 年央行将表外理财纳入
MPA 进行考核， 理财业务收缩明显。
2018~2019 年， 资管行业的改革将进
入深水区，随着理财净值化、打破刚兑
等监管措施的落实， 预计理财发行规
模将会进一步下滑， 拖累非息收入的
增长。
总体看，《
报告》认为，未来银行业
整体经营业绩有望继续改善， 净利润
增速将继续向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