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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英国文化教育协会 / 英
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和 30 所英
国高校（包含剑桥大学 、巴斯大
学 、爱丁堡大学 、东英吉利大学
等 ）共同设立的“2020 非凡英国
奖学金计划”已开放申请。

该奖学金计划专为中国留学
生设计， 面向正在或计划申请英
国研究生（授课类或研究类）或以
上学位课程，且计划在 2020 年秋
季入学的中国学生开放。

此次“2020 非凡英国奖学金
计划”共设立 41 个研究生奖学金
项目，单笔最低额度为 1 万英镑，

覆盖了工程、法学、商科、艺术、生
物科学、信息技术等多个专业。

近年来，留英学生对于专业
的选择也更加多元化。 据英国大
使馆文化教育处2019年10月数
据显示，2017/2018年度最多中
国学生选择的学科领域有工程和
技术（约13500人）、 社会类学科
（约8600人）、创意艺术及设计（约
7000人）。而最受中国学生青睐的
商科和管理类尚未有更新的数
据。 根据2016/2017年度数据展
示， 当年商科和管理类达45065
人，预估数据只会有增无减。

虽然商科和工程仍是就读人
数最多的课程， 但专业选择呈多
样化趋势，艺术、社会类科学增长
显著，基数也大；语言类、数学类
匀速上升。 以艺术设计类专业为
例， 过去三年在读中国学生人数
增长飞速， 这一个专业无论在国
内国外，都是当下市场的热点。

何楚刚认为， 基于 2019 年
多项利好，预计留英中国学生人
数将会持续增长，英国政府也会
看出国际教育对英国的重要性，
2020 年的留学政策有望继续朝
相对宽松的方向发展。

2019 年， 澳大利亚留学
最引人关注的政策变化在于

“偏远地区” 的重新划分。 自
2019 年 11 月 16 日起，澳大利
亚黄金海岸以及珀斯将正式晋
升为“偏远地区 ”（Regional�
area）行列。 同时，新偏远地区
的签证配额从 23000 个增加到
25000 个。

“偏远地区 ”主要指澳大
利亚偏远或人口低增长的城
市区域。 目前名单有：阿德莱
德、阳光海岸、堪培拉、纽卡斯
尔 / 麦格理湖、卧龙岗 / 伊拉
瓦拉吉朗、霍巴特。悉尼、墨尔
本、 布里斯班为大都会城市。
在偏远地区的国际留学生，毕
业后将可以在享受 2 年工签
的基础上，获得额外 1 年工作
签证，即 3 年工签。同时，毕业
生在申请技术移民时，将享受
额外的 5 分加分及各种激励
措施。

此外， 澳大利亚的职业清
单也发生变化。 2019 年 4 月，
澳大利亚移民局公布了 2019
年独立技术移民职业清单，对
应不同移民途径的三大职业清
单各有更新。 MLTSSL 长期列
表适用于申请 485 毕业生临时
签证、189 独立技术移民、190

州担保移民和 489 偏远地区亲
属担保移民；STSOL 短期列表
适用于申请 190 州担保移民和
489 偏远地区州政府担保移
民；ROL 偏远地区列表适用于
申请 489 偏远地区州政府担保
移民。

其中备受留学生关注的
MLTSSL 长期列表新增 36 个
专业，采矿工程 、石油工程回
归 。 针对申请偏远地区州政
府担保移民的 ROL 偏远地区
列表 ，牙医、翻译、麻醉师等
仍在列。

近年来， 澳大利亚也在不
断出台新政吸引中国留学生。
简化学生签证框架（SSVF），内
容包括所有国际学生都将申请
同一种学生签证（子类 500）和
所有学生签证皆需在线上申
请。而在打工政策方面，持有允
许打工的学生签证且年满 18
周岁的全日制留学生， 每两周
可最多工作 40 小时。虽然总时
长没变， 但是打工时间变得更
灵活。

多项政策显示，澳大利亚
正往提高外籍人才就业门槛
的方向发展，更青睐拥有高新
技术、与真正紧缺职业对口的
人才。

从整体而言，2019 年
各国对国际学生的政策
离不开“涨”和“改”两字。
学费涨， 考试费用涨，咨
询人数也高涨！从人数而
言， 仅澳大利亚发布的
2019 最新国际留学生数
据显示，共有 72 万的海
外学生留学澳大利亚，比
上年增长 11%，其中，中
国留学生约占 30% ，比
上年增长 5%。

此外，2019 年不少
与留学相关的政策也做
了 调 整 改 变 ： 英 国 的
PSW 签证传来回归的好
消息，托福考试也推出了
“个人最佳成绩（MyBest�
Scores）”服务。

受欧盟经济环境 、 新首相上台的影响 ，2019 年英国的政治
局势充满变数，但留学政策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宽松态势。

据英国大使馆文化教育处2019年12月数据显示，在2018年10
月至2019年9月的12个月内，英国签证与移民局向中国公民签发第
四层级签证达119697个，较2018年增21%，获签率达99%。 近六年
（2013年-2019年），中国大陆地区留学英国人数呈现上升的趋势。

同时 ，中国近三年赴英就读研究生课程 、本科生课程的人数
也在逐年上升，预计未来将会有更有中国学生赴英求学。

虽然英国国会尚未对 PSW
两年毕业生工作签证作出最终的
文件材料， 但此前英国国际学生
事务委员会（UKCISA）发布了一
篇文章， 进一步明确了能够享受
PSW 政策的留英国际学生的毕
业时间。 据了解，于 2021 年夏季
后（含夏季）完成其学业的留英国
际学生， 将有资格申请时效为两
年的毕业生 PSW 签证。

基于此利好政策的影响，学生
咨询量也大为提高。 琥珀教育的何
楚刚表示，办理英国留学申请量较
2017/2018学年升幅达16%。 英国

大学和学院招生服务中心（UCAS）
近日公布的数据也佐证了这一点。
报告显示， 在已经结束的2019申
请季，英国本科大学入学申请人数
达到破纪录的706435人，实际上，
共541240名学生获得录取， 两项
均比以往有所增长。本科整体录取
率达到76.6%，而欧盟以外的国际
生首次超过45000人。 其中，被录
取的中国大陆学生有12415人，比
2018申请季多录取了2235人，增
幅高达22%， 创历史新高。 算上
2019年下半年申请的人数， 增幅
将超过30%。

2018年10月，英国高校联盟
“罗素集团” 成员之一的伯明翰
大学宣布，从2019年起，中国学
生可凭借高考成绩，直接申请入
读该校本科课程。

截至2019年6月，超过14所
英国高校官宣接受中国高考成
绩， 这些高校包括剑桥大学、伯

明翰大学、莱斯特大学、邓迪大
学、肯特大学、英国贝尔法斯特
女王大学等。

此前，由于英国高中阶段课
程设置和中国有区别，所以英国
高校普遍不直接认可中国高考
成绩。 中国考生想入读英国高校
本科课程，必须先读一年或半年

的预科课程。 而认可中国高考成
绩后，高考生如果能满足以上大
学的入学要求，就可以申请直接
入读该校本科学位课程。

由此可见，英国高等院校对
中国学生的重视度越来越高，业
内人士预计，2020年将会有更多
的英国院校承认高考成绩。

涨！涨！涨！

政策宽松令咨询人数高涨

●PSW 签证即将回归引关注

●更多英国高校承认中国高考成绩

●专属中国学子的奖学金开放申请

据澳大利亚联邦教育部发布的 2019 国际生数据显
示 ， 共有 72 万的海外学生留学澳大利亚 ， 比去年增长
11%，其中，中国的留学生约占 30%，比去年增长 5%。为了
吸引人才，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也推出多项利好政策。

留学政策变化多多

教育输出是新西兰的第四
大产业。 据新西兰使领馆公布
的数据显示，2018 年， 在新留
学中国学 生 为 37492 人 ， 比
2016 年 -2017 年略有回落。 首
次申请学生签证数量，2019 年共
有 1504 人， 读大学的人数持续
上升，更多人选择读硕士或以上
的学位课程（占比 37%）。

在政策方面， 国际生攻读
新西兰博士学位， 可享受与本
地学生一样的学费， 每年仅需
人民币 30000-40000 元，可申

请三年毕业生工签， 并全职工
作。此外，子女可入读当地中小
学，配偶可申请开放工签。

国际生攻读新西兰硕士学
位， 可申请三年毕业生工签。
此外， 配偶可申请开放工签，
子女可依附拥有工签的配偶，
申请学生签证，可入读当地中
小学。

有留学中介表示， 随着中
国经济的腾飞， 广东等沿海地
区家长更加关注低龄留学，新
西兰成为首选留学地之一。

●赴新西兰读博士，可享本地生同等学费

●偏远地区重新划分，澳签证配额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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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公募基金赚钱效应
凸显。随着基金投资理念的不断成
熟，更多人将目光投向更长远的时
间维度，寻找那些能够持续战胜市
场的“长跑基”。统计显示，自 2017
年初至 2019 年底的三年时间里，
全市场 202 只普通股票型基金
中， 仅 25 只基金业绩排名始终位
于同类前 1/2。 值得关注的是，工
银瑞信旗下多达 6 只基金入围，成
为拥有“长跑股基”数量至多的基
金公司。

具体来看，工银文体产业、工
银前沿医疗、工银物流产业、工银

美丽城镇、工银战略转型和工银养
老产业 6 只股票基金， 在 2017、
2018、2019 年度的业绩排名均至
少位居同类前 1/2。 截至 2019 年
底， 上述 6 只基金年内都实现了
50%以上的投资回报，且都取得了
20%以上的超额收益，最近 3 年时
间里均获得了 30%以上的超额收
益，超额收益排名均位居同类至少
前 1/3，其中工银文体产业居同类
前 3。

除了能长期持续为持有人
带来可观的超越基准回报，工银
瑞信这 6 只“长跑股基”还有一

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基金经理任
职稳定。 除此之外，工银瑞信旗
下工银金融地产混合、工银双利
债券 、 工银产业债等其他类型

“长跑基”，都是成立至少 5 年以
上 、基金经理始终未改变的“长
情基”。

工银瑞信“长跑股基”频出源
于其科学的投资理念和不断完善
的投研体系，以及通过长期激励计
划及以中长期业绩考核为主的考
核体系，形成了稳定、专业的投研
团队，从机制上为长期、持续业绩
提供良好的保障。

各家基金公司 2019 年终考
“成绩单” 已新鲜出炉。 总的来
说， 公募基金在 2019 年凭借专
业投资优势，为投资者赚取了较

高超越市场的回报。 其中建信基
金更是凭借出色的投资实力脱颖
而出，截至 12 月 31 日 ，建信基
金旗下 14 只产品年内收益已超

50%（各类份额合并计算），其中
建信大安全、建信战略精选 A 两
只基金年内收益率超 70%，建信
改革红利、 建信信息产业、 建信
核心精选、建信健康民生 4 只基
金年内收益超 60%。

建信基金旗下 14 只产品年内收益超 50%

工银瑞信近三年“长跑股基”数量排名领先

智者股道

经过近一个月反复走强后 ，
大盘近日略受阻。 沪指1月6日冲
高受压于 2015年 7月 24日 4184
点 、2018年1月29日3587点 、2019
年 4月 8日 3288点这三个重要高
点连线 （目前位于 3130 -3150
点）。

该连线可以说是牛熊分水岭，
如果未来有效上破，或意味着扭转
2015年6月见顶调整以来的下降之
势，2020年或逐步挑战2018年1月
底3500点上下的高位，而3500点以
上的压力不容忽视， 这体现的是
2015年7-8月的巨量整理区。

去年年初本栏指出 ，猪年股
市估计会呈一定的起落波动。去
年以来的走势的确如此， 而2019
年2月成为一波涨势的启动点 ，8
月6日成为调整低点。

2020年鼠年A股估计总体
仍以反复夯实走稳为主， 全面
启动爆发机会或不大， 但可体
现为市场信心恢复的 “企稳

牛”，未来一年较大的机会或在于一
些长期下跌筑底的品种， 部分近期
已持续拉涨。 按周期分析，今年5月
和今年11月为周期段， 可关注其效
应。 其中今年5月为2015年5-6月顶
部调整以来的5周年。

沪指2015年在3500点以上堆
积了历史天量， 将要消化较长时
间，这制约着上行空间。而创业板
指数近来脱离了2016年以来的下
降通道， 更突破了去年4月高位，
比主板强得多。 其2019年以来的
成交大大超过包括2015年拉升段
历史上的任何时候， 表明创业板
包括其他中小盘股票在长期下跌

后市场资金在不断吸纳， 未来或
部分可望领先走出结构牛市 ，作
为未来或几年后全面大牛市的先

行者。 （黄智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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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 这也是继
2019 年 12 月参与邮储银行战
略配售之后， 这 6 只战略配售
资金再次集体出手开展投资。

战略配售基金都采取三年
封闭运作形式， 封闭期间基金
份额稳定。 从投资策略上看，6
只战略配售基金都是通过战略
配售获得股票， 在封闭期内采
取战略配售策略和固定收益策
略， 为投资者带来了不错的投
资回报。 自2018年7月成立以
来，上述6只基金在投资收益上
表现亮眼，截至1月6日，平均收
益率为8.64%，基金收益率区间
位于6.4%-10%之间， 基金盈
利金额合计达到了91.8亿元。

京沪高铁有何魅力吸引战
略配置基金集体出手？ 公开信

息显示，京沪高铁 2017 年度净
利润为 127.16 亿元， 据此计
算， 京沪高铁日赚 3500 万元，
有“中国最赚钱高铁”之称。 招
股书显示，去年 1-9 月，京沪高
铁实现营业收入 250.02 亿元，
净利润 95.2 亿元；2018 年营业
收 入 311.58 亿 元 ， 净 利 润
102.48 亿元。 此次京沪铁路将
募资投资达到 306.76 亿元，体
量相当庞大。

截至去年三季度末， 京沪
高铁总资产达 1871 亿元，负债
总额 273.46 亿元，资产负债率
低至 14.60%。

京沪高铁上市后将给投资
者带来多大收益？ 光大证券研
报指出， 预计京沪高铁上市开
板涨幅 30%， 京沪高铁上市至

开板阶段给战略配售基金带来
实际净值收益较为显著。 从获
配京沪高铁市值占净资产比例
看， 华夏战略配售基金高达
4.85%，以 30%的涨幅预估，京
沪高铁上市至开板有望为华夏
战 略 配 售 基 金 整 体 贡 献 约
1.5%的收益。

目前A股的主要铁路公司
有广深铁路、大秦铁路。 不过，
上述两家公司与京沪高铁的差
异较大。 其中，广深铁路主要为
客运，但只是一家小市值公司，
而大秦铁路则为货运。 国盛证
券指出， 海外铁路上市公司估
值，基本在20倍左右，而考虑到
京沪高铁主营为客运服务，是
铁路中的优质核心资产， 成长
性较好，可给予逾20倍估值。

京沪高铁投资者阵容有谁？
6 只战略配售基金全部参与战略配售

羊城晚报记者 陈泽云
1 月 7 日晚间，“中国

高铁第一股”京沪高铁发
布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
网上中签结果公告，6 只
战略配售基金全部参与
京沪高铁战略配售，合计
获配数 量 高 达 6.99 亿
股，丝路基金、中邮人寿
保险、淡马锡富敦投资等
也现身战略配售名单。

1月7日晚间，京沪高铁发布《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公告显示，
本次发行价格为4.88元/股， 且本次
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30.74亿
股，约占发行总数量的48.90%。

在21个战略投资者中，公募基金
占据6席，在战略投资者获配股份中
占比23%。 6只战略配售基金均获配
1亿股以上，合计7亿股。 其中，获配
最多的是南方3年封闭运作战略配
售获配1.43亿股， 其次是华夏3年封
闭运作战略配售获配1.23亿股，易方
达3年封闭运作战略配售获配1.15亿
股，招商3年封闭运作战略配售获配
1.13亿股， 嘉实3年封闭运作战略配
售和汇添富3年封闭运作战略配售
也获配了约1.02亿股， 以上6只战略
配售基金锁定期均为12个月。

除了战略配售基金外，国电资本
控股、 丝路基金、 中车资本控股、淡
马锡富敦投资等均有参与，投资者阵
容相当豪华。 网下配售结果显示，
358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1219个有
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参与了往下申
购。 其中，公募、养老、社保类账户占
据网下配售的七成。

中小投资者也有望分得一杯羹。
由 于 网 上 初 步 有 效 申 购 倍 数 为
314.97倍， 已高于150倍， 京沪高铁
及联席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
率为0.79%，是普通新股中签率的12
倍左右。

战略配售基金获配7亿股

投资“最赚钱高铁”能赚多少？

鼠年股市把握结构性机会

唐志顺 画

麦当劳中国22%股权
羊城晚报讯 麦当劳中国业

务的股权结构又将出现大变化。
1月8日，北京产权交易所信息显
示， 麦当劳中国最大股东中信股
份计划转让所持部分麦当劳中国
的股权。 具体而言， 中信股份计
划转让麦当劳中国22%的股份，
转让底价为21.71亿元，另外包括
一笔附加债务， 购买方为此笔股
权转让支付的总价至少为36.98
亿元。

中信资本回应称， 中信资本
对麦当劳中国继续保持增长充满
信心，会积极参与此次竞标。

2017年1月9日， 中信股份、
中信资本以及凯雷投资集团以最
高20.8亿美元的总对价收购麦当
劳中国管理有限公司的全部已发
行股本， 获得麦当劳中国大陆和
香港地区20年的经营权。

北交所信息显示，本次中信资
本转让的是与中信资本旗下主体
合 资 成 立 的 公 司 Fast� Food�
Holdings� Limited� 42.31%的股
权 及 相 应 债 权 ，Fast� Food�
Holdings� Limited是中信系两家
公司持有麦当劳中国股份的主体
公司。

目前麦当劳中国的股权结构

中 ，Fast� Food� Holdings�
Limited、凯雷和GAIL（此为麦当
劳的附属公司）分别持有52%、28%
和20%的股权，这意味着，若此次转
让顺利实施， 中信股份持有的麦当
劳中国的股份将降至10%。 此次股
权变动， 很有可能会导致麦当劳中
国的第一大股东发生变化。因此，谁
能获得这部分股权引人注目。

按照现有股权结构看， 若中
信资本获得这部分股份， 则意味
着中信系仍将执掌麦当劳中国。
若中信资本未能获得这部分股
权， 麦当劳中国的股权结构或将
发生较大变化， 凯雷或者麦当劳
全球都有可能成为第一大股东。

为何每次麦当劳中国的股权
变动都如此受人关注？ 麦当劳中
国的地位和快餐行业日益激烈的
竞争或许是主要原因。 从麦当劳
全球公司来看， 业绩表现不及市
场预期。 根据麦当劳全球财报显
示，麦当劳去年前三季度，总营收
为 157.28亿美元， 上年同期为
158.62亿美元；净利润为44.53亿
美元，上年同期45.09亿美元。 去
年第三季度营收为54.31亿美元，
同比增长1%； 净利润为16.08亿
美元，同比下滑2%。 （钟正）

遭出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