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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晨报

4 月房价丹东三亚海口涨幅最大

二三线城市或迎更密集调控潮
北京晨报讯（记者 姜樊）昨日，国家
统计局发布 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
售价格数据显示，4月份，二三线城市房
价虽然同比涨幅有所回落，但环比增速
加快。在 70个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
销售价格中，丹东涨幅第一，三亚第二。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从环比来看，
二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
涨幅比上月扩大 0.1个百分点，二手住
宅销售价格环比涨幅与上月相同。三线
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销售价
格环比涨幅分别比上月扩大 0.2个和
0.1个百分点。
值得注意的是，在统计局发布的 70
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指数中，
丹东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指数环比
为 102，而三亚、海口均为 101.9，成为 4
月涨幅最大的三个城市。
实际上，在“五一”前后，住建部约谈
的 12个城市负责人中就包括了丹东、三
亚、海口，住建部在约谈中重申了坚持房
地产调控“目标不动摇、力度不放松”。截
至目前，丹东已在 5月 14日晚发布紧急
通知，针对非本地户籍人员出台了“限
售”、“提高首付比例”等调控政策。而三

亚和海口在去年就已经实行了限购政
策，但目前仍未有进一步调控政策出炉。
对于二三线城市房价持续上涨，中原
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表示，部分二三线
城市的调控政策分化，城市的人才政策成
为购房者绕过限购的工具。同时，板块轮
动也是这些城市房价上涨的原因，
“一二
线热点城市调控后，二三线城市库存去化
加速。目前看，全国除少部分区域外，房地
产市场已经进入全面补库存阶段。”
张大伟表示，二季度是房地产市场
的惯例旺季，预计房地产市场二三线城
市将依然维持轻微反弹的局面。但房地
产调控政策也将继续维持市场的基本
平稳。
交通银行金融研究中心高级研究
员夏丹也认为，5月将迎来城市层面更
为密集的调控潮，范围涉及“五限”、按揭
利率调整、违规行为整顿等多个方面。
值得关注的是，4月份，一线城市新
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同比
降幅比上月分别扩大 0.4个和 0.6个百
分点。从环比来看，一线城市新建商品
住宅和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分别为
持平和下降 0.1%。

腾讯首度净利润率降至 26%
《王者荣耀》等手游收入一季度却大涨 68%
北京晨报讯（记者 韩元佳）昔日港
股“股王”腾讯最近的股价颇为“闹心”，
一份能证明自身业绩的财报因此备受市
场期待。昨天，腾讯发布 2018年第一季
度财报，数据显示，腾讯第一季度总收入
735.2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48%。如按
非通用会计准则，腾讯第一季度净利润
率由去年同期的 29%下降至 26%。
今年 1月份以来，腾讯股价接连下
跌，从 1月的高位 476.60港元一度跌至
375.4港元，拖累市值最高缩水了超
100亿美元。不断增加的成本和腾讯大
股东的抛售，也让投资者开始担忧腾讯
的财务数据。但根据彭博社的报道，腾
讯认为有必要牺牲短期利润率来锚定
未来的增长。
根据腾讯 2018Q1财报，增值服务
业务和网络游戏依旧是公司收入的大
头。财报指出，以《王者荣耀》为代表的
智能手机游戏收入为 217亿元，同比增

长 68%。但端游表现与去年同期持平，
收入约为 141亿元。腾讯指出，《王者荣
耀》仍是中国 iOS最畅销排行榜排名第
一的智能手机游戏，其日活跃账户保持
双位数同比增长。端游活跃用户数因用
户持续向移动端迁移而下降，但核心用
户参与度大致保持稳定。但腾讯也强
调，近期平台专注于尚未商业化的战术
竞技类游戏的用户基数提升，推迟在中
国商业化及加大推广开支的投放，预计
短期内会对手机游戏收入造成影响。
除了作为收入大头的游戏业务，用
户在直播和视频流媒体中的订购和游
戏虚拟道具同样“吸金”，带动社交网络
收入增长 47%至 180.99亿元人民币。
此外，腾讯的网络广告业务实现 55%的
收入同比增长，达到 106.89亿元。这主
要是由于广告主基数扩大而提高了微
信朋友圈广告填充率，以及移动广告联
盟的增长。

渤海银行北京分行入围
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投贷奖”企业名单
近日，北京市国有文化资产监督管理 会公开征集 2017年度北京市文化创意产
办公室公布了“投贷奖”支持资金企业名单。 业（以下简称“文创产业”）“投贷奖”支持资
共有 655个企业入选。其中，获得支持资金 金储备项目。“投贷奖”征集对象包括文创
的银行仅 16家。渤海银行北京分行脱颖而 企业和为文创企业提供服务的各类投融资
出，成功入围支持企业名单。
服务机构，资金重点支持推动文化融合发
2017年 11月，为推进全国文化中心 展的文创企业和积极为文创企业提供投融
建设，推动文化金融融合发展，重点支持文 资的服务机构。渤海银行北京分行高度重
化创意产业降低融资成本，实现高效、便捷、 视此项工作，按照管理办法要求，积极梳理
快速融资，根据《北京市实施文化创意产业 2017年度符合条件的中小微文创企业融资
“投贷奖”联动推动文化金融融合发展管理 情况，主动与北京市文资办对接申报项目，
办法（试行）》（京文领办文〔2017〕3号），北 按要求精心制作、及时完成申报，最终成功
（王文）
京市国有文化资产监督管理办公室面向社 入围。

发布星域云和迅雷链开放平台

区块链拉高迅雷也带来争议
北京晨报讯（记者 韩元佳）从下载工
具到区块链科技公司，迅雷的战略转型不
仅瞄准了时下最火爆的风口，也带领股价
一路走高。面对“链克”引发的争议，迅雷
再度发布两大战略级产品：星域云和迅雷
链开放平台，并承诺不涉及 ICO，要推动
区块链应用广泛落地。
此前，迅雷推出了多款智能硬件，包
括基于家庭用户分享带宽的赚钱宝、玩客
云等。用户通过上传闲置带宽，可以获得
数字资产“链克”，可在迅雷商城内购买
虚拟商品。目前，迅雷已经禁止了链客的
线上交易，但仍挡不住蜂拥而至的投资者
加入到链克的炒作交易当中。在一些 QQ
群等第三方平台中，这种类似于“虚拟货
币”的产品也在“币圈儿”受到追捧。北京
晨报记者发现，
“链克”的价格经历了大起

大落。从 2018年年初以来，“链克”从一
枚 4.29元跌到最低 1元，最大跌幅超过
76%。但另一方面，自从“傍上”区块链概
念后，迅雷的股价却水涨船高。在刚刚过
去的 4月，迅雷股价累计上涨了 28.74%。
“链克”火爆的同时，也引发了投资者
的多项集体诉讼。今年 4月，有投资者指
控迅雷故意参与非法 ICO，并针对这些
活动的合法性发布虚假声明，对股价产生
了重大影响。对此，迅雷公司 CEO陈磊
回应称，公司未进行过任何数字资产运
作。陈磊表示，由于该公司并未通过代币
的发行筹集任何资金，而且链克属于无法
进行交易的功能型代币，因此链克的发行
并不构成 ICO。昨天，迅雷也再次强调，
坚决不碰 ICO与交易，不碰资金，而是致
力于推动区块链应用的落地。

网约车业务将彻底转变
贝恩咨询：没有一家企业能够靠单打独斗取胜
北京晨报讯（记者 韩元佳）通过对中
国一二三线城市的近 2000名消费者调
查，贝恩咨询发布了《2018年中国新型出
行市场研究》报告。调查显示，有 60%的
受访者表示，由于诞生了共享单车、网约
车等新型出行方式，他们的出行频率在过
去两年中有所提高。
其中，共享单车是最受欢迎的新型出
行方式，有 73%的受访者表示曾使用过
共享单车。网约车位列第二，62%的受访
者表示曾使用过网约车替代传统出行。
在海外，共享单车和网约车的普及率远
低于中国。贝恩数据显示，在德国，仅有29%
的受访者使用过网约车，尝试过共享单车的
仅有9%。在美国，有23%的受访者表示依赖
网约车出行，仅有8%使用过共享单车。
据贝恩估计，在过去三年里，共享单车
和网约车的市场规模分别增长了五倍和四
倍。中国网约车市场交易总额在 2016年达

到约 230亿美元，超过世界其他国家的合
计总额。2014年至 2017年期间，约有 500
亿美元投资涌入出行领域，因此，出行市场
整体预计将继续保持稳健增长。移动支付的
普及是导致这种爆炸式增长的原因之一。
实际上，随着中国出行生态圈的不断
扩张，出行行业的整体格局也很可能发生
改变。贝恩咨询指出，从网约车交易额来
看，滴滴依然占市场主导。但目前已有
50%的网约车订单来自微信、大众点评和
支付宝等平台。与此同时，随着自动驾驶
来临，目前依赖私家车车主的网约车业务
将发生彻底转变。
贝恩公司全球合伙人、亚太区绩效提
升业务主席曾伟民表示，出行服务领域正
在吸引上游企业和外部参与者，激烈的竞
争使行业细分市场的边界变得越来越模
糊。“在中国这个全世界最大的出行市场
上，没有一家企业能够靠单打独斗取胜。”

联通雄安产业互联网有限公司挂牌
北京晨报讯 （记者 焦立坤） 中国联
通昨日宣布，联通雄安产业互联网有限公
司正式挂牌成立。这是电信运营商在雄安
成立的第一家产业互联网公司。
中国联通同时发布了基于智慧城市
新生态战略下的“联通云网一体解决方
案”、“ 联通 NB-IoT助力智慧城市精细
化管理”、
“智慧城市”等八款产品及解决
方案。
据介绍，雄安产业互联网公司是中国
联通集团公司在综合考虑现阶段基础能
力、市场潜力、辐射区域等要素的前提下，
统筹云计算、大数据、物联网和产业互联
网等创新业务团队与相关资源，特地在雄
安新区成立的产业互联网公司。它将立足
河北、面向京津冀一体化，整合全省创新

业务领域的市场拓展、项目支撑、咨询服
务、产品平台研发、集成运营和资本运作
能力，面向政企客户提供综合解决方案。
据悉，雄安产业互联网公司目前在创
新业务领域人员共计 660人，预计到
2020年，雄安产业互联网公司将打造一
支超 1000人团队。
目前三大运营商都在雄安积极多方
布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