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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５月５日电（记者 于
佳欣） 商务部５日发布的一份报告
称，考虑到未来中国外贸发展面临外
部需求不振、传统竞争力有所弱化、
外部限制措施增多等诸多挑战，２０１５
年中国外贸可能保持中低速增长。

这份《中国对外贸易形势报告
（２０１５年春季）》指出，２０１５年，世界经
济将延续温和复苏态势，国际竞争更
加激烈。中国外贸特别是出口具备增
长的基础条件，但挑战和压力还在增
大。未来一段时期，中国外贸发展面
临外部需求不振、传统竞争力有所弱
化、外部限制措施增多等诸多挑战，
加上国际市场份额已处于较高水平、
进一步提高份额难度增大，中国外贸
可能保持中低速增长。

但报告同时指出，要看到中国
外贸发展仍具备一系列有利因素和
条件。中国政府将不断提高贸易便
利化水平，积极培育外贸竞争新优
势，改善财政和金融服务，帮助企业
开拓国际市场，促进外贸发展。

报告还回顾了２０１４年及２０１５
年一季度中国外贸运行情况，指出，
２０１４年中国外贸总体保持平稳增
长，国际市场份额进一步提高，贸易
大国地位更加巩固，结构继续优化，
质量和效益不断改善。２０１５年一季
度，在全球贸易总体下滑的背景下，
中国出口保持增长势头，但受进口
价格大幅下降、部分重要产品进口
数量减少影响，进口降幅较大。

２０１５年中国外贸

可能保持中低速增长

唱歌拍电影太累 投资当股东很爽

明明星星““大大戏戏””不不在在荧荧屏屏在在股股市市

本报讯 日前，《福布斯》中文
版联合宜信财富发布《2015中国大
众富裕阶层财富白皮书》，2014年
末中国大众富裕阶层的人数达到
1388万人，同比增长15 . 9%，预计到
2015年底人数将达到1528万人。这
里的大众富裕阶层是指，个人可投
资资产在60万人民币至600万人民
币之间的中国中产阶级群体。

2014年底中国私人可投资资
产总额约 1 0 6 . 2 万亿元，年增长
12 . 8%，主要由股票、基金、债券等
金融性资产增长所带动。预计2015
年底，中国私人可投资资产总额将
达到114 . 5万亿元。

调查显示，贸易、金融与制造业
成为造就大众富裕阶层的前三大行
业，总占比超过一半。房地产首次跌
出了前三，排名下降到第五位。值得
一提的是，TMT(电信、媒体、科技)
行业较去年又增长了 2 . 2个百分
点。中国正处于从传统产业向新兴
产业的转型时期，这一行业变迁无
疑将影响社会财富流动趋势。

随着社会大众富裕阶层的扩
大，收入分配所面临的问题更加受
到重视。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
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认为，“少部分
高收入居民，拥有了大量的来源不
明的灰色收入，这是一个突出问
题。”经调查数据推算，全国居民中
的灰色收入在 2005年是 2 . 4万亿
元，占GDP的比重经过调整是12%，
在2008年为4 . 6万亿元，2011年为
6 . 2万亿元，“它的数量是一直在增
长的。” 宗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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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相华

最近，娱乐圈最热的估计
不是揭秘王菲窦唯青春秘史的

《摇滚英雄》，也不是英国举国
竞猜国民小公主的名称，而是
赵薇夫妇抛售阿里影业股票，
套现近8亿人民币。一时间，赵
薇夫妇投资斩获巨额财富的消
息，在各朋友圈里迅速传播，并
引发了“明星拍戏挣钱多，还是
投资股市挣钱多”的热烈讨论。

根据港交所披露的最新消
息，赵薇、黄有龙夫妇，连同黄
有龙控股的Gold Ocean Me-
dia Inc.投资公司分别在4月29

日及 30日连续两个交易日减
持阿里影业股票，减持额度分
别达到1 . 92亿股及0 . 64亿股，
交易均价为3 . 9港元。以此计
算，赵薇夫妇合计套现9 . 984
亿 港 元（ 折 合 人 民 币 近 8 亿
元）。

唱歌、拍戏、接广告，这一
向是明星们最重要的聚财之
道。不过近年，这个“先富起来”
的群体开始频频在资本市场大
展身手。买股票，财富以火箭的
速度飙升。

毋庸置疑的是，明星们拍
戏、代言虽然高薪但是工作辛
苦，他们只是影视公司赚钱的

工具，片酬等被控制得非常合
理，想成为公司的股东，这种事
情可能性少之又少。不过，在资
本市场，只要手里有钱，又懂得
理财，成为千万富翁不是难事，
如果道行再高深点，人脉再深
厚些，成为拟上市公司股东或
参与上市公司定向增发，成为
亿万富翁也是易事。

据记者不完全统计，目前
明星扎推的上市公司主要有华
谊兄弟、光线传媒、华策影视、
新文化、长城影视、唐德影视
等，其中尤以华谊兄弟“最明
星”，该股目前的总市值已经达
到了430亿元，其在2009年10

月30日登陆创业板后，直接让
冯小刚、马云、江南春、张纪中、
黄晓明、李冰冰、胡可、罗海琼、
李琳、张涵予、任振泉、何琢言、
陈思成等这些股东的财富翻
番。

在中国的娱乐圈，这样的
明星股东不胜枚举，A股上市
公司的明星股们有冯小刚、陈
凯歌这样的名导演，邹静之、于
正等“金牌编剧”，以及人数最
多的演员们，既有唐国强、王姬
等“老戏骨”，也有孙俪、赵薇、
范冰冰、吴秀波等当红明星，还
有李易峰、贾乃亮等新生代艺
人。

本报讯 今年年初闹得沸
沸扬扬的多地因企业拒收鲜奶
而导致奶农杀牛倒奶的事件，
并未因时间推移而解决。据记
者了解，因为鲜奶价格持续低
迷，目前山东、陕西等地区养殖
户亏损严重，倒奶杀牛的现象
仍在持续。

陕西榆林蒙靖牧场的养殖
户闫喜利说，此前一直从他们
牧场收奶的大型乳企自去年
10月份合同到期后，就告知原
奶过剩而不再续约。现在，周边
几家牧场共十几吨的鲜奶只能

以每公斤1 . 6元至1 . 8元的价
格卖给“奶贩子”，为了让牧场
经营下去，只能杀掉一部分牛。

同样，山东滨州泰兴牧场
养殖户杨斌说，现在他们出售
给“奶贩子”的鲜奶价格只有每
公斤1 . 5元，虽然相比过年时5
毛钱一公斤的价格有所回升，
但是这个价格连生产成本的一
半都不到。此前他和收奶的乳
企并未签订有效合同，之后虽
然有关部门发文要求乳企增加
收购，但是他的鲜奶却被对方
以检测不通过为由拒绝了。为

了坚持生产，现在只能靠杀牛
来维持。

闫喜利和杨斌遭遇的困境
并非个案，相反，这些地区多数
养殖户现仍在经历“寒冬”。自
2013年下半年的“奶荒”之后，
鲜奶价格曾一路飙升至 5元/
公斤，很多奶农涌入奶牛养殖
业，从新西兰花高价买入奶牛。
但2014年下半年以来，鲜奶价
格进入下行通道，市场供过于
求，鲜奶收购价格一路狂跌，再
加上国际低价奶源冲击，部分
乳企转而收购国外奶源，导致

国内奶源大规模过剩。
多位业内人士表示，国内

小型乳制品生产企业和奶粉加
工企业，没有资金实力，却是市
场主力，这一轮清洗造成这些
加工企业的生产难以维系，更
使很多养殖户的原奶失去了下
家。没有合作关系的奶源只能
找出路卖给奶贩子，也就造成
了“奶贱甚至不如水”的现状。
更有甚者，养殖户自己加工一
下就卖到市场上，造成了很大
的食品安全隐患。

据《经济参考报》

鲜奶价格持续低迷 奶贱甚至不如水

山山东东陕陕西西倒倒奶奶杀杀牛牛仍仍在在持持续续

那些“投资有道”的明星

去年12月20日，赵薇及其丈夫黄
有龙斥资近31亿港元，买入阿里巴巴
影业的9 . 18%已发行股本，成为公司第
二大股东。以每股1 . 6港元入股计算，
到他们以3 . 9港元出售该批股份，不到
5个月售股已净赚5 . 89亿港元，投资收
益率，高达143%。

本次减持后，赵薇夫妇持有阿里
影业的股票比例由9 . 18%减少1 . 22个
百分点至7 . 96%，仍是阿里影业仅次于
阿里巴巴的第二大股东。按照5日收盘
价算，赵薇夫妇握有的这部分股票的
估值仍高达61 . 6亿港元。

孙耀琦●

曾扮演新版“潘金莲”的孙耀琦，
是多家上市公司的股东。2013年，长城
影视借壳江苏宏宝登陆资本市场，资
料显示，孙耀琦在2011年9月以每股
15 . 5元的价格入股，长城影视借壳之
后，江苏宏宝连续拉出12个涨停，孙耀
琦身家超千万。

就在2014年7月，泰亚股份宣布收
购影视公司欢瑞世纪，这时人们发现，
孙耀琦还是欢瑞世纪的股东，曾在去
年6月以25 . 35元的价格入股20万股。

●黄晓明

黄晓明不仅人长得帅气，而且还
是个很精明的艺人，很有理财头脑。
他可以片酬打一折，出演张纪中的

《鹿鼎记》。2008年，黄晓明以3元每股
的价格购入了180万股华谊兄弟股份，
共出资540万元。张涵予、罗海琼等一
众明星也于华谊兄弟第二次增资扩
股时以每股 3元的成本价入股。华谊
兄弟上市首日，收盘价为70 . 81元，黄
晓明身价过亿。

赵薇●

陈好●

“万人迷”陈好被爆是炒股高手。
2008年大举买进一只名为ST黑龙的
疑似垃圾股，在2009年ST黑龙复牌当
天的交易中，陈好就一举把股票全部
卖出。据悉，她的建仓成本仅300万元
左右，而ST黑龙股改复牌后市值暴增
至3000多万元，因此她净赚了约2700

万元。 ●姚明

篮球明星姚明入股的合众思壮
2010年4月2日登陆中小板，该股开盘
85 . 01元，最高92 . 88元，收盘91 . 50元，较
发行价 3 7元大涨 5 4 . 5元，涨幅高达
147 . 3%。以上市首日收盘价计算，合众
思壮四股东姚明持有67 . 5万股，账面
市值高达6176万元。

姚明持有这些股份到底投资了
多少钱没有明确的说法。从招股说明
书看，很可能就是其受让郭信平的股
权时拿出的37 . 5万元。以这个成本价
计算，姚明的这项投资在短短两年间
收益率高达165倍。

●李冰冰

2007年11月，当时华谊一姐李冰
冰投资了18 . 93万元入股华谊兄弟，成
本价是0 . 53元/股，上市前拥有36万
股。两年后，即使按照华谊兄弟28 . 58

元每股的发行价，这笔投资也有50倍
的收益。事实上，2014年华谊兄弟股价
最高接近300元(复权价)，理论上，最
高收益高达500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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