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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徐世球 唐益
通讯员 唐勇义 李思玲）记者昨
日从市商务局、中山职业技术学
院获悉，2018年中山招商引资·
招才引智暨第五届 “中山人才
节”开幕式上签约的重点项目之
一———由中山职业技术学院和
中电长城网际系统应用有限公
司、广东京信软件科技有限公司
共建的大数据协同安全技术国
家工程实验室智能制造华南中
心 （以下简称实验室华南中心）
有望在 6月启动，该实验室将为
中山乃至华南地区培养“智能制

造”和“大数据”等方面人才，为
中山产业发展提供智力和技术
支撑。

中电长城网际系统应用有
限公司成立于 2012 年 7 月，是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限公
司（CEC）控股的高科技国有企
业。公司总经理贺卫东在签约当
天表示， 互联网最核心的是人，
打造 “硬件+软件+平台+服务”
的金字塔现代化企业，需要构建
两大能力，一是信息安全的分析
能力， 一是大数据的分析能力，
这两个能力的建设离不开产学

研用人才的培养体系，随着未来
信息化社会的发展，需要更多的
蓝领工匠、技术人才。实验室华
南中心将针对大数据协同安全
领域下的智能制造产业应用展
开研究，围绕“智能制造”和“大
数据”两个方面建设技术创新研
发实体，并根据市场和行业发展
的需要对这些核心技术进行产
品化和产业化，提升智能制造与
大数据领域关键技术基础科研
与实践运用能力，为中山市乃至
华南地区产业转型升级提供智
力和技术支撑。

中山职业技术学院院长吴
建新表示，中山职业技术学院参
与建设该实验室华南中心，将孵
化出一些高端项目，产生一批专
利。对于学院来说，人才培养是
主要目标，师生能够参与到项目
中，对教师是锻炼，对学生是成
长，毕业后可以很快进入相关领
域工作；对于中山创新创业和产
业转型升级而言，实验室华南中
心将充分发挥大数据作用，积极
保障网络安全，同时通过孵化项
目、产生专利，为中山经济社会
发展起重要支撑作用。 此前，学

院已成立了中山市自动化研究
所、中山市服务业新兴业态发展
研究院等11个具有独立法人资
格的研究院（所、中心），建有中
山市智能制造协同创新中心等2
个市级协同创新中心和100多个
名师工作室。2017年承接市、镇
区、 企业规划调研课题40多项，
技术服务到款额1000多万。
据悉，实验室华南中心是该

国家工程实验室建设的第一个
分室，在购置相关设备、办理相
关手续后，预计在 6月左右就可
以挂牌启动。

节后第一个交易日
A股表现基本稳定

成交量有所收窄
据新华社电 清明小长假后的第一个交

易日，A股市场表现基本稳定。但主板整体呈
现较为弱势的局面，成交收窄。

当日，上证综指以 3125.44点开盘，全天
震荡盘整，尾盘小幅拉升，最终收报 3138.29
点，较前一交易日涨 7.18点，涨幅为 0.23%。

深证成指却以绿盘报收， 收报 10653.38
点，跌 31.18点，跌幅为 0.29%。

“中小创”表现分化。创业板指数当日收
报 1841.65点，涨幅为 0.26%。中小板指数跌
0.41%，收盘报 7250.82点。

沪深两市个股涨跌数量基本相当， 上涨
品种为 1606只，下跌品种为 1612只。不计算
ＳＴ股和未股改股，两市逾 70只个股涨停。

从板块概念来看，自由贸易、保险、港口运
输涨幅居前，涨幅均逾 1.5%；民用航空、农副食
品、细胞治疗跌幅居前，跌幅在 1.0%以上。
当日，沪深 Ｂ指以绿盘报收。上证 Ｂ指跌

0.06%至 325.15 点 ， 深证 Ｂ 指跌 0.66%至
1140.02点。

沪深两市成交量有所收窄，分别成交 1772
亿元和 2595亿元，总计不到 4400亿元。

中山公用发布说明公告

间接持股宁德时代
本报讯（记者 黄凡）随着“宁德时代”独

角兽企业过会， 中山公用 9日发布了说明公
告。根据中山公用披露，其全资子公司中山公
用环保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2015年参与了“珠
海广发信德环保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该
基金规模 5.77亿元，中山公用以 6000万元，
在该基金认缴比例为 10.39%。

该环保产业投资基金共完成投资 11家
公司，其中就包括了宁德时代。自 2016 年 1
月 21日起，环保产业投资基金通过债转股等
方式投资宁德时代，2018年 4月 4日， 环保
产业投资基金持有宁德时代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前股份 7,843,170股，占宁德时代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前总股本的 0.40%。

4月 4日，证监会发布公告，显示宁德时代
首次发行股票获得通过。据宁德时代招股说明
书，宁德时代本次拟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
币普通股 217243733股，占发行后总股本比例
不低于 10%。公司拟募集资金 131.2亿元，用于
扩大产能并开发下一代电池。 有媒体推算，宁
德时代募资后市值约为 1300亿元。

昨日收市，中山公用报收 10.05元，上涨
1.11%。

省公示促进经济发
展专项计划

中山有望
获分配1.9亿元

本报讯（记者 黄凡）省经信委 8日公示
了 2018年省级促进经济发展专项资金（珠江
西岸先进装备制造业发展）项目计划，中山拟
获扶持资金 1.95亿元，金额仅次于阳江。

省经信委表示，为发挥财政资金引导作
用，支持珠江西岸八市和省内其他有关地市
先进装备制造业发展， 省经济和信息化委、
省财政厅拟对 2018年省级促进经济发展专
项资金 （珠江西岸先进装备制造业发展）进
行分配。

根据公示的分配计划， 除了深圳，20个
地市拟获专项资金分配，合计近 18.76亿元。
其中，中山、佛山、珠海、阳江、江门拟分配的
专项资金均超过 1亿元，5市合计拟分配金
额占本次专项金额近半。其中，阳江拟获分配
额度最高达 3.2亿元。

助力中山智能制造
和大数据人才培养

国家级实验室智能
制造华南中心落户我
市，有望 6月挂牌启动

去年 5 月， 余额宝的管理方———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将个人交易账户持有最高额度调整为 25 万元。8 月，
这一限额又由 25 万元调整为 10 万元。去年底，该公司发布公告，自当年 12 月 8 日起，天弘余额宝货币市场基金
个人交易账户每日申购总额调整为 2 万元，个人交易账户持有总额度仍为 10 万元。到今年初，“限购令”再加一
条：从 2 月 1 日起至 3 月 15 日，余额宝限制每日申购总量，每天 9 点起发售，当天购完为止，同时也暂停了支付宝
余额自动转入余额宝的功能。截至目前，限购仍在继续。

余额宝为什么限购“瘦身”

自去年以来，余额宝数次调整个人客户持有最高额
度，并限制每日申购总量

“现在 9点一到，就必须打
开 APP抢，否则当天的额度很
快就会被‘秒’光。”近日，江苏

镇江的余额宝老用户仲敞还想
等午休时候抽空买点， 但是每
回一打开 APP， 都显示当日额
度已经申购完了。

“平时单位报销给我的钱，
或者发的工资， 我也会转进余
额宝。”在湖北武汉一家金融类
公司负责财务报销和办公用品
采购的许可说， 自己以前开启
了支付宝余额自动转入余额宝
的功能， 但后来不知道规则变
了，过了好几天，才发现钱没有

转进余额宝。
说到如今的抢购， 许可很

感慨：“现在想投钱进余额宝就
得靠运气。”许可说，“相比其他
的投资理财机构， 余额宝平台
大、风险低，我还是会选择把几
乎所有存款都放进里面。但现在
买余额宝简直像抢车票一样，点
击转入却提示‘网络故障，请稍
后再试’，结果稍后就买不进了，
只能一开始申购就不停地按‘转
入’键，抢得心累啊。”

“余额宝已经数次调整了
交易规则， 主要指向控制规
模。”中国社科院金融所支付清
算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赵鹞
说， 这是它基于自身流动性控
制的需要作出的改变。 不仅是
余额宝，很多“宝宝”类货币基
金是可以实时申购和赎回的，
也就是所谓的“T+0”，用户发
起提现，马上到账。

这种交易模式对基金的流
动性提出较高的要求。 多数情
况下，需要基金公司以“垫资”
的方式来维持，也就是说，每当

用户需要即时赎回， 其实是公
司自己先垫付的， 垫付的资金
量取决于基金规模的大小，也
考验着基金公司的资金实力。

余额宝披露的报告显示，
截至去年三季度末， 余额宝规
模为 1.56万亿元，已成为全球
最大的货币市场基金。

“随着余额宝规模不断扩
大， 公司要保证基金的流动
性，意味着需要垫付更多的资
金。”赵鹞说，这样也就积累了
一定的流动性风险。及时控制
基金规模， 防范流动性风险，
是货币基金本身内在运行的
需求。

“我国货币基金投资方向
比较集中， 投资品种比较单
一，50%以上的资金都投向银
行存款。而欧美国家货币基金
的投资品种分布较广，有国库
券、大额存单、商业票据、国债

等。现在我国的货币基金规模
超过 6 万亿元，其中多数投向
银行存款，如果其流动性风险
传导到银行体系，风险就会被
放大。”赵鹞说，在监管上，有
关部门也应该让用户认清，余
额宝等货币基金不是银行存
款，虽然存取方便，收益也不
错，但风险一定是比银行存款
高的。

“限定额度会对投资者结
构产生一定影响，比如高净值
的大额投资者可能会转投其他
基金产品，而对于普通用户来
说，几乎没有影响。”交通银行
金融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何飞
说，由于规模“瘦身”，其与银
行等机构的议价能力也会相对
削弱，其七日年化收益率可能
会略微受到影响。目前，余额
宝的收益水平在所有货币基金
中居中。

“猪太多但消费跟不上”

猪价跌穿成本线
最近，生猪价格一

路“跌跌不休”，当前价
格较年初降了四分之

一 ，且尚未探底 。如今
规模化养殖水平不断

提高、环保整治淘汰大批猪
场，为啥猪价反而跌破成本
线？有养殖户认为原因是“猪
太多但消费跟不上”，数据也
显示市场对猪肉的需求较

往年减少，加之年后迎来消
费淡季，导致市场需求疲软。

■猪价持续下跌
一斤亏损一元多

“料到猪价会降， 但没
想到会跌破 ５ 元 1 斤！”山
东诸城昌城镇杨义庄村民
陈金峰从事养猪行当已有
十几年。据他回忆，上次生
猪价格低于 ５ 元／斤是在
２０１４年前后，低迷的行情一

直 持 续 到 ２０１５
年，随后迎来一波
涨势， 到 ２０１６年
1 斤最高涨至 １０
元附近 ，２０１７ 年
初开始一路下滑

到现在的低价。
根据农业农村部的数

据，３ 月份第 ４ 周全国生猪
平均价格为 １１．２ 元／公斤，
东北地区已跌至 ９．７３ 元／公
斤。

山东省畜牧兽医信息
中心最新统计显示，３月 ２６
日－４月 １日， 山东生猪价
格为 １０．０７ 元／公斤，已经连
续第 10周走低， 目前育肥
一头猪基本要亏损 ２００ 余
元，生猪养殖进入深亏区。

诸城新疃农业技术开
发中心总经理杨波给记者
详细算了一笔账： 平摊到 1
斤猪，需饲料费用 ４．５元、防
疫费用 ０．３元、 加上母猪喂
养及管理费、人工和水电费
用，养殖成本共计 ６．３元，按
照目前的价格意味着 1 斤
亏损 1元多。

生猪价格下跌对屠宰

加工企业是利好，收购成本
大幅降低。“但从长远看，这
轮下跌预示着将迎来一波
涨势，猪价大起大落对产业
链上的任何一方都不是好
事。” 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
有限公司董事长郑思敏说。

■产能大释放
“猪太多但消费跟不上”
对于猪价下跌的原因，

记者采访的多家养殖户认
为，目前“猪太多但消费跟
不上”。

卓创资讯监测数据显
示，２ 月份生猪存栏量同比
增长近 １０％，出栏量同比增
加 ２０％以上。 而在需求端，
市场对猪肉的需求较往年
减少，加之年后迎来消费淡
季，导致市场需求疲软。

不少养殖户和业内人
士认为，这几年大企业靠着

资本实力持续扩大养殖规
模， 使得生猪市场供应充
足。卓创资讯分析师姬光欣
说，２０１４年猪价低迷淘汰大
量散户，一些规模化养殖企
业借机扩张、 抢占市场份
额， 近年投资力度比较大，
形成的产能正逐步释放。
长期为农业企业提供

咨询服务的上海辅音国际
通过对其经销商的摸底估
算， 经过几年的市场选择，
目前生猪养殖市场上的散
户比例下降至约 ２０％，规模
养猪场占比 ４０％，其中集团
化企业比例上升比较快，已
达到 ２０％，另外专业养殖户
约占 ４０％。

山东省畜牧兽医信息
中心高级畜牧师胡智胜分
析认为，短期来看，随着市
场上生猪留存数量减少，猪
价向下空间有限。 新华社

余额宝限额 “瘦身 ”
后，该如何配置理财资产，
采取合理的投资策略？

余额宝让人们认识了
货币基金， 但货币基金并
非余额宝一款。 银河证券
基金研究中心总经理胡立
峰介绍 ， 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公募基金行业有
341 只货币市场基金 ，资
产净值规模合计 67661.51
亿元， 其中天弘基金公司
的 4 只货币市场基金 ，资
产净值规模合计 17649.41
亿元。 对于普通投资者来
说 ， 在余额宝限额后 ，可
以关注其他 300 多只货币
市场基金。 如果是偏爱货
币市场基金投资的， 可以
适度在不同基金公司中分
散投资。

“一般情况下，货币市
场基金比较稳健， 但也需
要警惕极端情况下货币市

场基金是有一定风险的。”
胡立峰说。

小概率的货币基金风
险已有前车之鉴。“由于货
币基金在我国不但能支付
和消费，还能实时赎回成现
金，它其实就是快速增长的
‘影子银行’。”赵鹞说，不能
让“影子银行”发展过大，这
是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后
留给各国的教训。金融危机
前夕，美国的货币基金规模
扩展到近 4 万亿美元，然而
一个并不起眼的基金损失
就可能引发“挤兑”，风险不
断波及发散。

何飞分析，今年以来，
由于全球贸易冲突升级等
不确定性因素增多，金融市
场出现剧烈波动的情形将
比以往更加频繁。因此，基
金类产品的风险也会比正
常情况更高一些，应当格外
关注。 人民日报

余额宝个人交易账户持有总额度为 10万元，每日申购一开启就被客户“秒”光

赎回方式、投资方向等因素，决定了货币基金规模过大，风险会更集聚

温馨提醒

货币基金并非“零”风险

新华社 发

1

2

余额宝 “限购 ”的同
时，还停止了支付宝余额
自动转入余额宝的业务。
这样一来，用户通过转账
进入支付宝余额的钱，也
同样只能手动申购余额
宝，才能获取利息收益。

火爆一时，购买者趋
之若鹜，余额宝为何要设
限“瘦身”？首先是为了防
范货币基金自身的流动
性风险， 其次是为了防范
风险扩散。

中国体育彩票开奖公告
“排列三”“排列五”第 18092期开奖结果如下：
“排列三”中奖号码：1、5、3
“排列五”中奖号码：1、5、3、5、0
兑奖时间从 2018年 4月 9日起至 2018年 6月 8日止。

“体彩大乐透”第１8040期开奖结果如下：
中奖号码：05、07、18、27、31、01、08
兑奖时间从 2018年 4月 9日起至 2018年 6月 8日止。

广东省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二○一八年四月九日

公告
现面向全市征召体育彩票投注站，具体条件请致电

市体彩中心，电话：88880535，吴先生
中山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