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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晨报

去海外收购足球俱乐部是真的吗？

潘功胜：部分企业借机转移资产
北京晨报讯（记者 姜樊）企
业去海外收购足球队，在央行副
行长、国家外汇局局长潘功胜看
来，就有可能是企业通过包装在
转移资产。昨日，在由国务院发
展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发展高
层论坛 2017”上，潘功胜表示，部
分企业海外投资存在“非理性和
异常投资行为”。
潘功胜表示，2016年中国
对外直接投资快速增长，同比增
长了 40%，而此前几年增幅一
般在 10%到 20%。不过，潘功胜
也表示，在日常监管中，也发现
存在一些非理性和异常投资行
为，比如国内的钢铁厂去海外买
了饮食公司，在中国开餐馆的去
海外收购了网游公司；而去海外
收购足球俱乐部的企业也不在
少数。
“如果说，收购有利于提升
中国的足球水平，我觉得是好
事。”潘功胜表示，但很多企业在

中国的负债率已经很高了，再借
一大笔钱去海外收购；有一些则
在直接投资的包装下转移资产。
潘功胜强调，中国政府一直
鼓励中国企业参与国际市场，
参与对外投资。但同时也希望
对外投资变得更加健康、有序。
在过去的几个月，对外投资的
速度下降，市场主体也在逐渐
回归理性。
“中国企业走出去，走得快，
不等于走得好。走得稳，才有可
能走得好。”对于海外并购，潘功
胜比喻道，
“海外并购有时候像一
束带刺的玫瑰，必须小心，要经过
充分的论证。”
此外，对于此前媒体报道称
外商企业在中国赚取利益后不
能正常汇出的问题，潘功胜表示，
外商企业赚取的利润可以在中
国再投资，也可以汇出，但也需要
满足一些条件才能汇出，而这些
条件此前就有。
据他介绍，外商企业需要按
照中国公司法律要求弥补以前
的亏损，同时还要有董事会的利
润分配的决议、经审计司审计的
财务报表，以及在中国的完税证
明，
“满足这些要求，企业利润汇
出是没有问题的。”

590 亿土豪方案披露后

中国神华遭资金蜂拥抢筹
北京晨报讯（首席记者 王

派发特别股息、豪掷 590亿
元的中国神华（601088），让市
场目光再度聚焦在绩优蓝筹股
身上。昨天，中国神华 A股开盘
便遭到资金蜂拥抢筹，直接
“一”字涨停，收于 18.36元。
与中国神华 A股强势涨停
交相呼应的，还有中国神华 H
股（01088.HK）。中国神华 H股
开盘更为疯狂，一度暴涨超过
20%。昨天，神华 H股强势上
涨，最终收于 19.14港元 / 股，
当日涨幅高达 16.28%。
派发特别股息，这在 A股
市场上还是开天辟地头一回。
昨天，中国神华副董事长兼总
裁凌文表示，2016年度派发特
别股息每股 2.51元，纯属为自
主决定。他重申，派息是考虑
到公司现金流、资本开支及未
来发展。未来，中国神华会维
持稳定派息比率，基本维持在
每股收益 40%。
在中国神华高分红的带动
洁）

下，A股市场中业绩稳定且股息
率较高的蓝筹股们也纷纷上扬。
江铃汽车（000550）、中远海能
（600026）、大秦铁路（601006）、
海油工程（600583）等一批央企
概念股昨天全天红盘。
分析人士表示，A股市场
中，高送转已经炒了多年，但高
分红还未能在中国股市上形成
潮流。中国神华此次推出的高
分红，有望树立新一轮蓝筹投
资理念。未来一段时间，如果再
有几家大盘蓝筹公司推出超过
10%的分红派息，A股就有望
形成一个高分红派现的大板
块，从而改变股市生态。
此外，还有分析师预计，中
国神华大股东神华集团持有中
国神华 73.6%股份，此次可以分
到现金红利 431.5亿元。神华集
团获得的这笔分红，很可能会用
于兼并重组其它煤炭央企。在煤
炭行业向好以及兼并重组的背
景下，神华作为煤炭行业的龙
头，将占据整合的主体地位。

和机票搭售说再见

飞猪干净卖票被赞“业界良心”
几乎每个人都遭遇过这样的
糟心事： 一开始还兴冲冲地以为
抢到了一张低价机票， 但付款时
却发现总价里凭空被多扣了几十
上百元。 近日，北京朝阳区的赵小
姐就被这样的经历惹怒了。
3 月 17 日下午，她在国内某
知名的 OTA 平台上购买了一张
第二天北京飞上海的低价经济舱
机票，机票价格 910 元，除去必须
缴纳的 50 元机场建设费外，赵小
姐支付时发现总价竟然变成了
1087 元。 经再三检查预订页面发
现， 她的机票已经被搭售了至少
三项其他费用，分别是 40 元的组
合 险 、29 元 的 贵 宾 休 息 室 消 费
券、10 元的快速安检费、38 元的
酒店优惠券，以及 10 元的行程单
配送费，让赵小姐更恼火的是，38
元的酒店优惠券不能取消。

行业顽疾何时休？

赵小姐的经历早已是在线
旅游行业“公开的秘密”。在国内
最大的中文搜索引擎输入“网购
机票 强制搭售”能找到数千条
消费者的控诉。
早在 2015年 5月，中央

电视台 《新闻 30分》 就曾曝
光，8家涉事机票代理商因通
过 OTA平台搭售“接送机服
务券”被海南省工商行政管
理部门开出了共约 16万元的
罚单。

记者调查国内主要的几家
在线旅游网站也证实，支付时的
机票价格几乎无一不是比检索
时显示的价格多出了几十数百
元不等，检索页面所出现的低价
票似乎仅是吸引购票者的一种

策略，除消费者根据自身需求可
自行选择的乘机保险外，搭售的
各种消费券五花八门：酒店优惠
券、贵宾休息室消费券、接送机
服务券、机场停车券等等不一而
足。

任张起淮在接受采访时明确表
示，机票捆绑销售是一种明显的
违法违规行为。
据张起淮介绍，我国《反不
正当竞争法》明确禁止不正当
附条件销售行为，要求经营者
销售商品不得违背购买者的意
愿搭售商品或者附加其他不合

理的条件。早在 2015年 12月 “被搭售”和机票本身无关的商
31日，中国航空运输协会航空 品，对商品和服务的真实情况
运输销售代理分会发布《关于 并不了解。因此，经营者对机票
重申严格执行航空公司规定的 进行强行捆绑销售的行为侵犯
通知》也明文规定，严禁以捆绑 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和自由选择
销售的形式篡改机票使用条 商品服务的权利，还涉嫌违反
件。张起淮指出，订票过程中消 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
费者往往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关规定。

机票搭售涉嫌违法

“我回上海是去找我男朋友
的，你卖给我酒店优惠券算怎么
回事？”在北京国贸某外贸公司
做法务工作的赵小姐认为，这种
强制搭售行为是对她作为消费
者知情权、选择权的伤害。
中国航空法律服务中心首
席专家、北京蓝鹏律师事务所主
飞猪誓言打破行业潜规则

据多位业内人士透露，机票 售、无猫腻、无潜规则”的“三无”
搭售顽症难除的背后牵涉到在 机票：除去保障安全出行的乘
线旅游服务商（OTA）心知肚明 机保险且消费者可根据自身需
的一个行业“潜规则”：机票业务 要自由勾选外，飞猪平台承诺绝
占据 OTA收入的绝大部分，而 不搭售任何名目的消费券，以真
盈利的主要秘诀就是搭售各种 正实现飞猪所倡导的“明白买”、
“放心飞”的消费体验。
消费者深恶痛绝的消费券。
作为阿里巴巴旗下的旅行品
这一“秘密”得到了阿里巴
巴副总裁、飞猪副总裁胡臣杰 牌，飞猪显然具备成为顽疾深重的
的证实。胡臣杰认为，这种行业 在线旅游行业“搅局者”的潜质。
“潜规则”严重影响了广大用户 “淘系有超过4亿活跃用户，”胡臣
的消费体验，为此，飞猪近日高 杰表示，飞猪区别于传统 OTA的
调宣布将为消费者提供“无搭 优势是背靠阿里巴巴生态体系，机

票业务为飞猪带来的平台引流作
用远胜于单纯卖票的获利，
“这种
钱让别人去赚，飞猪不赚”。
飞猪搅动传统 OTA行业
的野心显然并不仅限于此，早在
2015年飞猪就开始保障消费者
购票时尽可能的便捷、快速，且
实现了消费者“一键退改”——
—
系统能自动按照航司标准计算
出手续费，将余额立刻返还至用
户账户，而不必像以往一样等待
航司漫长的退改流程。
今年 2月，飞猪公布的

2016年数据显示，飞猪 App下
载量已超 1亿，用户数超 2亿，
日均访问用户达 1000万，全年
交易规模突破 1000亿元。
不难看出，如真正实现飞猪
所倡导的“干净卖票”，最终受益
的自然是广大消费者。在这一
点上，飞猪又一次引领了行业
之先。这是否是引领携程、去哪
儿等 OTA巨头跟进、实现行业
自律，并最终撬动这一坚固的
行业顽疾的暴风前奏？消费者
拭目以待。
刘映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