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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N华培

永泰能源

中孚实业

嘉泽新能

中铝国际

鹏博士

名称
晨鑫科技

华昌化工

向日葵

大洋电机

紫鑫药业

东土科技

收盘价
16.98

1.74

2.29

5.35

6.23

8.31

收盘价
3.26

6.22

2.62

4.04

5.47

10.29

涨幅（%）
44.02

10.13

10.10

10.08

10.07

10.07

涨幅（%）
10.14

10.09

10.08

10.08

10.06

10.05

名称
广电电气

中昌数据

锦州港

惠而浦

亚星化学

兰石重装

名称
科融环境

万兴科技

荃银高科

必创科技

盛达矿业

GQY视讯

收盘价
4.19

17.81

3.37

5.83

4.89

5.12

收盘价
2.49

46.32

9.85

24.64

8.98

4.66

跌幅（%）
-10.09

-10.01

-9.16

-6.27

-5.96

-5.54

跌幅（%）
-10.11

-10.01

-9.96

-9.61

-9.29

-9.16

名称
永泰能源

紫金银行

鹏起科技

农业银行

太平洋

天风证券

名称
京东方Ａ

合力泰

康得新

汉缆股份

国海证券

春兴精工

收盘价
1.74

7.32

5.70

3.53

2.78

7.33

收盘价
2.68

5.75

7.58

3.19

5.16

7.08

成交额（万）
44358

160452

118411

72520

49520

100799

成交额（万）
60899

126048

144834

53585

82779

111102

名 称
顺利办

西部矿业

青青稞酒

正平股份

盐湖股份

青海华鼎

金瑞矿业

西宁特钢

青海春天

收 盘 价
6.090

6.060

10.980

8.460

6.590

4.270

6.260

3.450

6.060

涨跌幅（%）
+0.33

+1.17

+0.55

+3.05

-2.23

+1.67

+1.46

+1.17

+0.66

成交量（手）
54627

88900

6587

180277

371540

39658

10649

38196

156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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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沪大势分析深沪大势分析

新华社华盛顿1月10日电 世界银行
10日宣布新行长遴选流程，计划今年4月
份春季会议前选出下一任行长，以接替将
于2月1日卸任的金墉。

作为全球最大的多边开发金融机
构，世行掌门遴选关系到这家国际机构
的发展未来和改革航向。国际社会都在
关注，这场遴选能否跨越“三重门”，在打
破不成文的任职惯例、提升发展中国家
话语权、推动多边主义现代化进程等方
面有所作为。

第一道“门”是，世行能否打破“美国
世袭制”，以全球视野选择具有发展经验
的优秀人才担任行长。自70多年前世行
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成立以来，美
欧保持长期“默契”：世行行长一直由最大
股东美国提名人选担任，而IMF总裁一直
由欧洲提名人选担任。

近年来，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经
济实力的迅速崛起，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
献率已显著超过欧美等发达经济体。与
全球经济格局发展趋势相比，这些“潜规
则”已越来越不合拍，主要国际金融机构
的合法性和有效性也因此遭受越来越多
质疑。

芝加哥大学金融学教授、印度央行前
行长拉古拉姆·拉詹直言，如果世行、IMF
等机构想要变得对全球其他地区更具吸
引力，就必须结束这种美欧“钦点”的惯
例。

事实上，2012 年世行行长遴选时，除
美国提名的金墉外，还有来自尼日利亚和
哥伦比亚的两名候选人，这是世行首次出
现美国提名人选与其他国家候选人同台
竞争的局面，但最终结果并未打破惯例。

根据世行公布的遴选流程，新行长人
选对所有世行成员国开放，并将遵循公
开、择优和透明原则。世行执董有机会提
名在扶贫和促进发展领域拥有丰富经验、
特别是来自发展中国家的优秀人才参加
竞选，选出公认的发展事务专家，而非美
国一家说了算。

第二道“门”是，世行能否以行长遴选
顺势推动自身改革，寻找新的全球角色定
位，加强与其他金融机构合作，回应广大
发展中国家的关切，提高发展中国家在世

行的代表性和话语权。
作为以减贫扶贫为主要职责的重要

国际组织，世行在重大决策和制定规则时
应更多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和关切，在
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教育、水资源管理、应
对流行性疾病、提高抵御自然灾害及气候
变化能力等方面为发展中国家提供更多
公共产品，促进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

随着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
家新开发银行、非洲开发银行等区域性金
融机构的影响力提升，世行也应在传统业
务外寻找新的角色定位，与这些多边机构
建立长期合作伙伴关系，实现互利共赢。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2008年国际金融
危机后世行曾通过增资和投票权改革，提
升了发展中国家在世行的总投票权，但一
些主要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代表性和
发言权仍然被明显低估，美国对世行重大
事项依旧握有一票否决权。今后，世行应
继续推动投票权和治理改革，更加公正客
观反映各国在全球经济中的权重，吸纳更
多优秀的发展中国家人才进入管理层。

第三道“门”是，世行能否坚守“初
心”，继续维护和践行多边主义，促进全球
包容性发展，推动国际经济秩序朝着更加
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

早在2010年，时任世行行长佐利克就
提出多边主义现代化理念，认为世行等国
际组织要反映多极化的世界格局力量变
化。眼下，单边主义思潮涌动，与世行的
多边主义愿景背道而驰，给全球治理带来
新挑战。

当今世界，各国面临的挑战越来越具
有全球性质，只有通过多边治理和基于规
则的国际体系才能协同应对。世行在新
行长遴选条件中明确提出，下一任世行行
长必须“坚定承诺和赞赏多边合作”。

如何继续推进多边主义现代化，妥善
处理与大股东美国的关系，寻求最大合作
公约数将是新行长面临的重要挑战。正
如IMF总裁拉加德所说，当今世界格局已
发生深刻变化，各国应重新构想21世纪的
国际合作，共同建设“新多边主义”。

期待世行选出一名有担当的掌门人，
带领世行继续为维护多边机制、消除贫
困、促进包容性增长作出新贡献。

美国福特汽车公司宣布
在欧洲裁员数以千计，停产多
个车型，关闭一家工厂。

福 特 10 日 宣 布 上 述 举
措。这些举措被视作福特全
球重组方案的一部分。福特
先前说，这次全
球 重 组 将 耗 资
110亿美元。

福特说，将停产某些不再
盈利的车型，在某些经营困难
的区域调整市场策略，包括俄
罗斯市场。

福特说，将推进在法国关
闭一家工厂的计划；已经启动
与工会的谈判，内容涉及在德
国一处工厂停产 C-Max 汽
车。

福特分管欧洲、中东和非
洲业务的总裁史蒂文·阿姆斯
特朗说：“我们采取果断行动，

对福特在欧洲的业务进行转
型。”

美 国 有 线 电 视 新 闻 网
(CNN)10 日所列数据显示，
2018年前9个月，福特在欧洲
报亏1.99亿美元，2017年同期

盈利2.78亿美元。
福特今年 7 月说，将在今

后 3 至 5 年斥资 110 亿美元重
组全球业务。福特汽车虽然
在美国颇为畅销，但在中国市
场严重落后于竞争对手，在欧
洲和拉丁美洲的日子同样不
好过。

CNN援引分析师的推测
报道，福特可能与德国大众集
团合作。这两家车企都在研
发自动驾驶等技术。不过，二

者迄今仅确认可能在商用车
领域深入合作。

美国媒体去年10月报道，
福特准备全球大幅裁员，主要
动因是这家汽车制造商因为
美国政府关税政策而蒙受大

约10亿美元利润
损失。

福特首席执
行官吉姆·哈基特去年9月告
诉美国彭博新闻社记者，仅仅
美国政府加征的钢铝关税就
已重创福特利润。钢铝高关
税令福特损失大约10 亿美元
利润。

福特在欧洲雇用大约5.3
万人，在英国设有两家发动机
工厂。然而，英国“脱欧”事宜
令汽车行业供应链面临阻断
风险。

新华社特稿

新华社伦敦1月10日电
（记者孙晓玲）英国汽车制造
商捷豹路虎公司10日宣布，受
柴油车销售下滑、英国“脱欧”
不确定性以及海外市场汽车
销量下降等影响，公司将裁减
4500名员工，以推动公司战略
转型。

捷豹路虎表示，公司2018
年汽车销量为 59.27 万辆，比
2017 年下降 4.6%。为提升长

期战略运营效率，公司计划在
未来18个月内削减开支25亿
英镑（1 英镑约合 1.28 美元），
以改善现金流。

捷豹路虎目前为印度塔
塔汽车所有，在英国雇用约 4
万人。据悉，此次裁员主要集
中在营销、管理和行政岗位。
去年该公司裁员1500人。

该公司同时宣布，将投资
数亿英镑用于电动汽车制造，

并在英国伍尔弗汉普顿的捷
豹路虎发动机制造中心生产
下一代电动驱动装置，其电池
也将由位于英国的新电池组
装中心组装生产。

公司首席执行官拉尔夫·
施佩特表示，面对地缘政治、
监管以及技术领域的多重挑
战，公司正采取果断行动，以
实现长期增长。

新华社上海1月11日电（记者潘清）
本周最后一个交易日，A股重拾升势，不过
沪深股指涨幅都未超过0.8%。在前一交
易日基础上，两市成交继续萎缩，总量不
足3000亿元。

当日上证综指以 2539.55 点小幅高
开，早盘冲高回落，午后稳步走升。尾盘
摸高 2554.79 点后，沪指收报 2553.83 点，
较前一交易日涨18.73点，涨幅为0.74%。

深证成指收盘报7474.01点，涨45.40
点，涨幅为0.61%。

创业板指数涨势稍弱，收报 1261.56
点，涨幅为0.20%。中小板指数涨0.52%至
4863.63点。

股指反弹带动沪深两市大部分个股上
涨，仅800余只交易品种告跌。不计算ST
个股，两市近70只个股涨停。沪市迎来新
股N华培，首日涨幅约44%。

大部分行业板块随股指收涨。航空
公司板块表现强势，整体涨幅超过 3%。
电信服务、牧渔板块涨幅也超过了 2%。
珠宝零售、贵金属、机场服务等少数板块
逆势收跌，且跌幅都不足1%。

沪深 B 指同步反弹。上证 B 指涨
0.24%至 276.15 点，深证 B 指涨 0.64%至
867.48点。

在前一交易日基础上，沪深两市继续
缩量，分别成交1224亿元和1738亿元，总
量不足3000亿元。

刚刚结束的交易周内，A股整体呈现
震荡走升格局。上证综指全周累计上涨
1.55%，深证成指周涨幅为2.60%。

世行掌门遴选能否跨越三重门

英国捷豹路虎公司将裁员4500人

本周最后一个交易日：A股重拾升势

福特在欧洲大幅裁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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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月11日电
（记者吴黎华）《经济参考报》1
月11日刊发题为《A股年报近
七成预喜 商誉减值拉响业绩
警 报》的 报 道 。 文 章 称 ，
WIND 统计数据显示，截至 1
月 10 日，按照最新公布日期
计算，沪深两市已经先后有
1290 家上市公司公布了去年
全年业绩预告。从预告类型
来看，上市公司业绩预喜公
司 共 计 844 家 ，占 比 达
65.4%。其中，预增 282 家，续
盈 164 家 ，扭 亏 68 家 ，略 增
330家；业绩预减109家，略减
124 家，预亏 142 家（包含 101
家首亏，41 家续亏），其余 71
家为不确定。

按照预告净利润同比增
长上限计算，两市共计将有
798家上市公司净利润同比实
现增长，占比达61.9%；其中同
比增幅超过 50%的将有 386
家，占比达29.9%；同比增幅超
过100%的将有192家，占比达
14.9%。与此同时，将有226家
净利润出现不同程度的下滑，

占比17.5%。而如果按照预告
净利润同比增长下限计算的
话，将有529家净利润出现增
长，占比41%；有436家净利润
出现不同幅度的下滑，占比
33.8%。

从各板块来看，中小板的
业绩预告接近全面披露，比较
具有代表性。华泰证券研究
显示，从年报预告业绩中枢
（上限与下限算术平均值）来
看，2018年中小板归母净利同
比增速略增。中小板、中小板
（非金融）三季报归母净利增
速为 7.8%、9.2%，年报业绩预
告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速中枢
分别是 8.8%和 11.8%，预计中
小板（非金融）年报实际归母
净利同比增速相比三季报将
略增。其中石油石化、有色、
食品饮料、农林牧渔、建筑板
块持续增长，汽车/TMT部分
子行业业绩回落幅度收窄，现
业绩改善迹象。

在2018年年报中，商誉成
为市场关注的焦点。在已经
发布的年报业绩预告中，已有

多家公司在预告中确认，公司
存在商誉减值风险，并将在今
年年底进行减值测试。比如
雏鹰农牧、拓维信息、猛狮科
技、恒康医疗等均在公告中
提示，公司有巨额商誉减值
的可能性，并发布业绩预亏
预警。1月10日晚间，万家乐
公告称，2018 年公司预计亏
损8亿元-8.8亿元，上年同期
盈利 3819 万元，主要原因是
受公司对商誉及债权等不良
资产计提减值损失约 8 亿元
的影响。

光大证券研究显示，截至
2018年三季度末，全部A股商
誉规模共计 1.45 万亿元，“商
誉/净资产”比例为 4.10%，分
别较 2013 年大幅提升 576%、
2.93个百分点。板块间比较，
创业板商誉问题更突出，“商
誉/净资产”为19.24%，远高于
主 板 的 2.60% 、中 小 板 的
11.22%。行业间比较，轻资产
行业商誉问题更严重，“商誉/
净资产”偏高的行业包括传
媒、餐饮旅游等。

A股年报近七成预喜
商誉减值拉响业绩警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