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按交易所规定，上市公司去
年年报须在今年 4 月 30 日前完
成披露工作。目前，沪深两市
3204 家上市公司年报已经全部
出炉，另＊ST烯碳公告称无法在
法定期限内披露 2016 年报和今
年一季报。总体而言，2016 年沪
深两地全体上市公司的合计营业
收入和合计归属母公司净利润均
实现了两位数以上的增速，其中
主板公司业绩表现平稳向好，中

小板、创业板公司营收和净利增
长保持了高速。

Choice 数据显示，2016 年
全体 A 股公司合计实现营业收
入 32.51 万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0.21％，合计归属母公司股东净
利 润 2.75 万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1.22％。与前年比，去年全体 A
股上市公司的营业收入和净利润
增速均大幅明显回升，数据显示
2015 年全体 A 股上市公司合计
营业收入仅增长 1.13％，合计净
利润仅微增0.81％。

市场人士指出，2016 年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进，房地产
和基建发力拉动经济回升，下半

年来外贸形势逐季好转，全年消
费保持平稳增长态势，宏观经济
企稳回升直接带动了上市公司业
绩明显改善。

具体来看，沪深两地合计有
2195 家上市公司 2016 年度净利

润实现了正向增长，占比约七成。
其中 620 家上市公司 2016 年度的
净利润实现了翻番。上、中游周期
性行业公司业绩大幅回暖成为上市
公司业绩迅速改善的重要阵地和领
头羊。煤炭、钢铁、有色等上游行业

公司去年全年盈利同比大幅扭亏为
盈，化工、建筑建材、汽车、房地产等
中游行业公司去年全年盈利增速明
显提升。

数据还显示，沪深两地全体主
板公司去年实现营业收入 28.70 万
亿元，净利润 2.44 万亿元，分别较
2015 年增长了 6.73％和 4.31％，保
持了稳中向好态势。中小板和创业
板高速增长势头依旧明显，中小板
2016 年营收 2.99 万亿元，净利润
2246 亿元，分别较 2015 年增长了
22.38％和 35.98％；创业板 2016 年
营收 8168 亿元，净利润 945 亿元，
分别较 2015 年增长了 33.20％和
36.66％。 据新华社

620家上市公司净利润翻番

去年A股全体公司净赚2.75万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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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届中国常州先进制造
技术成果展示洽谈会即将在常州
科教城拉天大幕，落户于这个创
新 之 核 的 创 业 邦 DEMO
SPACE也在加紧建设中，不断对
接优质资源，引进更多高端人才
和项目，为这场盛会锦上添花。

常州一粟水下机器人科技有
限公司是 4 月下旬刚刚签约进入
创业邦 DEMO SPACE 众创空
间的一个创新创业项目，致力于
让探索水下世界更加便捷。公司
团队有着深厚的海洋工程经验和
背景，尝试借助互联网、移动设备
等手段，让水下的观察、操作更加
可靠、智能。目前，已建立了国内
第一个水下机器人社区rovmak-
er.cn。总经理肖立群希望，能借
助科教城创业邦平台，通过他们专
业的服务资源，让机器人项目团队
能更加全身心的突破更多关键零

部件核心技术，完成关于
Indiegogo平台上的全球
众筹计划，从而实现更进一
步的高速发展。

落户常州科教城，是
创 业 邦 DEMO SPACE
负责人魏婷婷当初不二的
选择。据介绍，去年 5 月，
创业邦联合北极光创投、
联想创投、IBM、中关村
科技园管委会、常州科教
城、高通、中科创达共同发
起成立“前沿科技创业联
盟 ”，关 注 于 人 工 智 能

（AI）、虚拟现实（VR）、增
强现实（AR）等前沿科技
领域的创业企业，推进前
沿科技不断发展壮大。

据 了 解 ， 常 州
DEMO SPACE 抓 住 未
来产业发展方向，以智能
硬件、AR/VR、机器人为主题专
注打造众创空间。空间占地面积
2000平方米，集创业邦及联盟成
员单位的内容、服务、投资及公共

资源优势，着力为创业企业提供全
方位、一体化创业服务，帮助企业0
成本实现由0到1的蜕变。

在科教城这个创新创业的高
地，创业邦众创空间的发展也进

入了快车道。自今年 2 月空间入驻
以来，共计沟通对接包括腾讯云、摩
拜单车等在内的52家优质企业，签
约入驻企业8家，入驻率60%。

芒果物联网科技（常州）有限公

司是科教城又一个具有发展潜力的
项目。该公司成立于2014年，是全
国第一批从事宠物智能物联网设备
及平台研发的高科技企业，并致力
于宠物智能设备研发及生产。公司
总经理田国林介绍说，目前已上市
数十款宠物智能硬件产品，如智能
喂食器、智能颈环、智能饮水机、智
能烘箱等，远销海外多个国家和地
区。此外，公司加快开发宠物社交
APP、宠物店 CRM 管理系统、智能
仓储管理系统等，产品已成功走进
成千上万养宠家庭以及宠物店，为
养宠人士打造了全新体验。

展望未来，魏婷婷表示，创业邦
DEMO SPACE将持续提供优质协
同办公空间和全面孵化服务，深度结
合常州优势产业与领先企业，集聚区
域最优秀创业资源，推动区域创新成
长 和 产 业 转 型 。 目 前 ，创 业 邦
DEMO SPACE已在北京、上海、深
圳、广州、杭州、苏州、南京、常州、无
锡、重庆 10 个城市开放，空间面积
共计 2 万平方米。2017 年，预计空
间面积将达5万平方米。 姜小莉

——记创业邦DEMO SPACE众创空间

落户科教城是我不二的选择

北京天坛公园引入人脸识别
技术发放卫生纸的消息，近来引发
了《纽约时报》等多家外媒的兴
趣。据报道，天坛公园公厕的访
客，如今需要和“一台计算机”进行
视觉接触，才能够获得免费的卫生
纸，这种脸部识别技术能够防止设
备给同一个人重复发放卫生纸。

刷脸有什么好处
人脸识别技术，是基于人的

脸部特征信息进行身份识别的一
种生物识别技术。

一般来说人脸识别技术在日
常生活中主要是有两种用途，一

是用来验证“你是不是谁”，这是
1∶1 的人脸验证。这种方式需要
预先输入人员资料，待其提出申
请时，加以验证。

第二个应用的场景，是让系
统自动识别出来“这人是谁”。系
统采集了申请人一张照片之后，
快速从海量人员资料库中自动找
出这人的身份。

人脸识别属于非接触式识别
技术，操作更方便快捷。推广方
面，当前普通摄像头可以作为传
感器，人脸识别主要依靠人脸识
别软件和算法进行处理，普通摄
像头可以作为采集人脸信息的传
感器，推广起来成本比较低，客户
也较容易接受。简言之，不需要
强制地采集用户信息，也不需要
用户接触识别设备，使得人脸识
别技术的前景非常广阔。

都想尽早刷脸
目前，人脸识别行业巨大的

市场前景也引来互联网巨头的布
局和创业公司的争相探索。阿里
巴巴围绕着“安全支付”同蚂蚁金
服和“Face++”合作研发的人脸
识别技术备受关注，蚂蚁金服花
费 7000 万美元收购了美国生物
验证公司 EyeVerify，进一步加
深其在生物识别领域的布局。腾
讯的“优图”基于人脸识别、图像识
别和深度学习的技术也逐步应用
于各产品线，而百度则在吴恩达博
士的率领下将“面部识别”作为百度
深度学习研究室的重点研究项目。

颜值不等于安全
人脸识别技术在市场的推广

中也遇到了一些问题，尤其是在关
乎个人财产安全的金融支付领域。
3·15晚会对刷脸登录漏洞的曝光，
更是将这一焦虑刺激到了顶点。

晚会上，主持人通过网络上
随便找来的一张人物自拍，通过
简单的图像处理和动态合成技

术，将网络人脸合成到事先准备好
的视频上，覆盖原视频的人脸，就能
简单骗过一些通过面部识别作为认
证信息的软件。晚会还提示，目前市
面上很多的软件都可以通过面部识
别替代传统的密码，而通过这种方式
原则上是可以绕过人脸识别的。

360 首席科学家颜水成表示，
现在主流的欺骗手段就是建立一
个三维模型，或者是一些表情的嫁
接，虽然这些安全问题是真实存在
的，但人脸识别技术显然还是比普
通的字符和字串密码来得更加快
捷和安全。

在人脸识别的安全漏洞被曝光
后，百度、支付宝、商汤科技等互联
网企业纷纷在第一时间发表声明，
表示已经预见到了这种风险，并提
醒群众注意保护账户安全。

多种刷法更稳当
今天，人脸识别技术在业界的

准确率已经达到99%，超过人类水平

的 97%，在深度学习等技术的助理
下，准确率的继续提升并不是难事。

有专业人士指出，人脸识别技
术应用的困难主要是面部作为生物
特征的特点所带来的。因为易变的
人脸外形很不稳定，人可以通过脸
部的变化产生很多表情，此外，外接
因素方面的影响也较大，对光线、姿
态、表情、年龄等的要求比较高，目
前对于活体检测的研究仍然需要时
间和空间的突破，另外，人脸识别对
于双胞胎、整容这类群体的识别还
是属于盲区。

颜水成指出，随着科技的进步
发展，仿真头套、全息投影、人脸跟踪
等高科技手段不断出现，单一的人脸
识别技术是有很大的局限性，没有绝
对的安全概念可说。因此，在涉及隐
私、支付等高级别安全场景使用时，
注意将人脸与声纹、指纹、虹膜及其
他生物认证信号相融合，而不是单一
的采用人脸识别技术，这样安全的系
数就会大大提升。来源：科技日报

人脸识别：安全不能只靠“颜值”

继石墨烯快充电池之
后，华为再次宣布了一个
前所未有的“新科技”——
手机永不断电，告别断电！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到来，智能手机变得极为火热。然而
让所有企业头痛不已的问题就是电池技术。智能手机的性能
变得越强，电池的消耗力就越大，续航能力，承受能力都成为
重大的问题。

手机续航问题是用户最困扰的问题，也是手机厂商拼命研
发的对象。三星note7爆炸事件，更让整个手机行业更为警惕！

但是目前来说，包括三星、苹果在内的顶级手机厂商，都
没有想到有效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在去年，华为公布的石墨
烯快充技术一时吸引了所有的眼球。然而，这也仅仅是进步，
离完美解决还有一段很长的距离！

就在所有人都以为华为的重心在研究手机电池续航能力
上的时候，华为祭出了真正的“杀手锏”！

不久前，在 2017 年全球 MWC 大会上，华为公布了一个
前所未有的“新科技”！这个黑科技，就是“无线充电的信号基
站”，这个未来基站，利用电磁波技术可以实现手机永不断电，
只要有信号的地方都可以随时随地给手机充电！

这个是世界上首例无线充电技术被广泛推广，并被全球
数十个国家高度认可！这将是一个改变世界格局的大招！

如果你认为这个基技术仅仅是只给手机充电，那就大错
特错！未来这个技术可以让所有连接基站智能设备都能一直
续航！手机、笔记本、平板电脑、交通路灯······等等可以连
接信号源，接受到信号基站的智能设备都可能将永不断电！

也就是说，未来无论你身处城市的任何一个地方，只要有
信号！你的手机、电脑、相机、智能手表、等等电子设备都可能
将不需要额外充电！ 来源：互联网热点

手机永不断电技术即将到来

众创空间众创空间

近期，有市场传闻称“某大型
国有商业银行于近日大举赎回委
外近千亿元”，这一消息一经传出，
很快就在业内引发讨论。而随着

“千亿规模委外资金赎回”传闻的
发酵，市场也出现“恐慌情绪”，股
市债市甚至出现“双杀”现象。

银行委外业务真的会形成
“赎回潮”吗？

对于这个问题，多位接受记
者采访的业内人士均表示，目前
虽有委外资金赎回迹象，但绝没有
达到“赎回潮”的地步。对于所谓
的“赎回潮”，市场还需理智对待。

亏损和监管“双杀”
银行委外，一般指银行委托

给非银金融机构管理投资的资
金，包括表内自营资金(加上并表
的保本理财资金)的委外和表外
理财资金的委外，广义委外形式
包括基金专户、券商资管计划、公
募/定制基金等。

由于各类资管产品之间存在
嵌套，中间可能存在重复计算等
原因，目前委外的具体数字较难
测算精确。而据天风证券、华泰
证券等多家券商估算，目前银行
委外规模在10万亿元左右。

近期，监管部门对委外业务
的监管趋严。先有证监会出台
了针对委外定制基金的相关规
定，又有银监会连发 7 道文出手
整治。

在这种“双管齐下”的监管之
下，国有大行、股份制银行、城商
行等各类银行委外业务受到冲
击。有市场传闻称，“某国有大行
正着手赎回部分委外资金，不仅
包括公募、专户，还有券商资管，
其中仅从某家基金公司处赎回的
委外规模就达近百亿；此外，工商
银行、建设银行、中信银行和兴业
银行都是委外赎回的大户。”

“赎回潮”未现
针对市场上愈演愈烈的“赎

回潮”消息，近期，多家银行都作
出了回应。

4 月 26 日，工行对外表示，
自己并非传言中的“某大行”。

“今年以来，中国工商银行在
资产管理业务的发展中坚持‘自
主投资为主、委托投资为辅’的原
则，通过适量委托投资合作丰富
策略组合构建、细分策略投资，委
托投资运作始终保持正常、稳定，
没有大规模委外赎回的情况。”该
行负责人解释称。

浦发银行分管金融市场业务
的副行长谢伟则在近日的 2016
年年度股东大会上称，近年来对
于表外资金，浦发银行尝试借助

“外力”，选择一些优质券商，适度
探索委外投资。但目前这部分量

比较小，在可控范围内，浦发银行不
存在赎回压力。

“赎回的现象是有的，这是正常
现象。”一位城商行人士对记者表
示，“据我所知，部分股份制银行、城
商行、农商行是有委外赎回的现象，
但赎回的比例其实较小。”

“目前并未发生大规模的委外
赎回现象，之前的部分报道在很大程
度上属于误传。”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
室银行研究中心研究员游春对记者指
出：“仅从委外业务规律来说，其实也
不太可能存在大批量的集中赎回现
象。即使有赎回，也会是按照业务到
期的情况分层分批次地赎回。”

除此之外，多家券商，例如民生
证券、海通证券也不认为目前的委
外赎回情况会进一步恶化为大面积
的赎回潮。

市场需保持冷静

据记者采访了解，大规模的委外
赎回，事实上就相当于抽回市场的流
动性，造成市场流动性的枯竭，并带来
市场上的其他风险。如信用风险、违
约风险等。因此，受委外业务“赎回
潮”传言影响，股市债市“跌跌不休”。

股债齐跌，矛头直指银行万亿
委外的赎回。这里面有多少是资金
抽离直接造成的？又有多少是恐惧
心理间接影响的？

4月25日，申万宏源发布的研报
指出，股票市场委外赎回规模为227
亿至660亿元，实质影响有限。银行
资金的投向结构中，占比最大的是债
券和非标，股票市场的委外资金占比
远远小于债券市场和非标债券。

从曝出天量委外赎回，到股债
双杀，传闻无疑主导着投资者情绪，
也主宰着市场行情。

有分析认为，虽然预计大规模
赎回潮不会出现。但进一步看，在
金融去杠杆持续推进的过程中，银
行整体风险偏好下降，委外需求回
落对信用债明显不利，尤其低评级
信用债受到的负面冲击更大，若后
续流动性风险与信用风险共振，仍
不排除高风险债券遭遇集中抛售的
可能。 摘自《国际金融报》

专家：部分报道存在误传

银行未发生大规模委外赎回

根据杭州市统计局监测，2017 年一季度，杭州市房地产
开发投资增势明显减缓，全市完成房地产开发投资454亿元，
同比增长5.5％，增幅比1月－2月回落9.3个百分点。

据统计，一季度，杭州市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419万平方
米，增幅由 1 月－2 月 6.7％转为－8.7％，回落 15.4 个百分
点。其中住宅销售面积317万平方米，下降 21.6％。

与此同时，房屋施工面积增速回落。一季度，杭州全市房
屋施工面积 9692 万平方米，增长 0.6％，增幅较 1 月－2 月回
落 0.5 个百分点。其中住宅施工面积 4904 万平方米，增幅由
1 月－2 月 0.2％转为－0.6％。房屋新开工面积 372 万平方
米，增长1.5％，增幅较1月－2月回落6.4个百分点，其中住宅
新开工面积 226 万平方米，增长 11.0％，增幅较 1 月－2 月回
落29.5个百分点。 据新华社

杭州房地产开发
投资增势明显减缓

中国烹饪协会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2016年全国团餐百
强企业总销售额达 601 亿元，比 2015 年增长 36％。就全行
业来说，团餐企业总销售额增幅达 20％以上，超过餐饮行业
整体增速。

中国烹饪协会会长姜俊贤在北京召开的 2017 第十二届
中国国际团餐产业大会上说，调查显示，目前国内团餐服务涉
及 7 亿至 8 亿人的就餐市场。团餐消费者以学生和白领群体
占比最高，年龄段占比最高的为 80 后、90 后人群，这类人群
对团餐健康品质的追求明显高于价格、菜量等因素。同时，一
线城市团餐消费者对健康、营养价值、养生需求呈爆发式增
长。团餐企业不仅要保证食品安全，还要在食材搭配、餐品热
量、烹饪方式等环节提供更多匹配。

姜俊贤提出，团餐市场在高速发展的同时，也面临三大挑
战：一是团餐企业缺乏统一的评价标准和评价体系。无论是
纯劳务模式、代采购模式，或者全承包模式都缺乏统一标准。
由此带来的是团餐企业间的恶性竞争、竞相压价，不利于行业
健康发展。

二是食品安全成为团餐企业的命脉。团餐企业每天要服
务庞大的消费群体，一旦发生食品安全问题，会给企业甚至整
个行业带来致命影响。

三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给团餐企业提出更高要求。团餐
企业服务的消费者是高度集中、有组织的，这给团餐企业实现
产品标准化、工业化、规模化，以及降低人工成本等方面提出
了挑战。 据新华社

我国团餐百强企业——

年销售额增幅超三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