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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部门联袂发声“撑A股” 专家称“市场信心将逐步修复”
荩荩 详见 A2 版

48家上市公司发布三季报预告 超七成预喜
10家上市公司净利润同比增长有望超100%，8家预计扭亏为盈
本报记者 任小雨

进入8月份，上市公司2019年半
年报披露步伐加快， 也有部分公司
提前预披露了今年三季度的成绩
单。 《证券日报》记者根据同花顺数
据统计发现，截至8月13日，有48家
上市公司率先披露2019年三季度业
绩预告，业绩预喜公司共计34家，占
比超过七成。
从预告净利润同比最大增幅来
看，天顺股份（6827.95%）、共达电声
（277.43%）、通达股份（230.00%）、圣农
发展（217.02%）、大立科技（200.00%）、
宝 鼎 科 技 （150.11%）、 江 苏 神 通
（130.00%）、凯恩股份（116.00%）、云海
金属（109.98%）和兴业科技（100.00%）
等10家公司均预计2019年三季度净利
润 同 比 增 长 超 100% ； 燕 塘 乳 业
（90.00%）、百润股份（70.00%）、上海钢
联（55.00%）、东山精密（50.00%）、凯莱
英（45.00%）、恩华药业（35.00%）和奥拓
电子（33.57%）等公司2019年三季度业
绩也均有望同比增长30%以上。 另外，
同达创业、ST天业、博迈科、万集科技、
*ST凡谷、天津普林、聚灿光电、宜通世
纪等8家公司2019年三季度业绩也均
有望扭亏为盈。
进一步统计发现， 上述34只三季
度预喜股月内普遍实现不错的市场表
现，8月份以来股价实现上涨的个股共
有13只，占比近四成。 其中，万集科技

（32.85%）、科瑞技术（19.98%）、东山精
密（15.95%）、ST天业（15.21%）、通达股
份（14.09%）和同达创业（10.03%）等个
股期间累计涨幅居前， 均超过10%尽
显强势。
良好的业绩预期表现或是当前
场内资金抢筹的重要支撑，8月13日
共有8只三季度预喜股备受场内资金
的追捧，合计吸金2409.08万元。 分别
为*ST凡谷（814.26万元）、同达创业
（255.20万元）、 燕塘乳业 （355.05万
元）、宝鼎科技（125.24万元）、ST天业
（274.19万元）、 恩华药业 （280.54万
元）、凯莱英（292.44万元）和天津普
林（12.16万元）。
事实上，部分股票获机构关注较
高，近30日内共有16只三季度预喜股
获得机构给予“买入”或“增持”等看
好评级。 其中，海康威视（26家）、凯莱
英（18家）、恩华药业（16家）、圣农发
展（11家）、云海金属（9家）、喜临门（8
家）、上海钢联（8家）、百润股份（5家）
和东山精密（5家）等9只三季度预喜
股近期被机构联袂推荐， 机构看好
评级家数均达到或超过5家，后市投
资机会备受机构的肯定， 值得跟踪
观察。
对此，市场人士普遍认为，在以
“业绩为王”的行情下，价值蓝筹股占
优，在估值驱动的行情里面，成长股
高弹性品种占优，此阶段三季度预期
向好的优质成长股或现结构性机会。

今日视点

跳出盘面看A股
改革深入是市场“最强应援”
一 帆
近来，中美贸易摩擦加剧，人民
币汇率出现波动，市场情绪显示在大
盘上，就是走势踟蹰，成交次第萎缩。
但与盘面表现相左的是，在沪指本周
一收复2800点之际，北上资金连续三
日净流入，深受跨境资金追捧的贵州
茅台顺利突破千元。市场何以出现这
种内外力量牵绊，两边倒的情况？ 一
—不识庐山
句古诗似乎可以阐释——
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跳出盘面来看，A股市场改革不
断深入，这是市场长期走强的重要内
在因素。
毕竟， 宏观经济基本面是股市
发展的基础动力，而当今世界，科技
是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是一国之
利器，企业竞争中致胜的关键，也是
人民生活质量提升的依赖。随着科创
板并试点注册制平稳着陆，补上了资
本市场服务科技创新的短板，通过进
一步畅通科技、资本和实体经济的循
环机制，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
转化，助力实现引领经济发展向创新
驱动转型的重要使命，推动经济高质
量发展。
正是在此背景下， 资本市场制
度改革完善继续向纵深推进。
证监会近日指导沪深交易所修
订的《融资融券交易实施细则》正式
出台，对融资融券交易机制作出较大
幅度优化，不再统一规定维持担保比
例最低限， 增强补充担保的灵活性，
同时指导交易所进一步扩大融资融
券标的范围， 标的股票数量由950只
扩大至1600只。 标的扩容后，市场融
资融券标的市值占总市值比重由约
70%达到80%以上，中小板、创业板股
票市值占比大幅提升。这与科创板并
试点注册制改革一脉相承，不仅从机
制上放大合规交易资金，显露活跃市
场，引领科技创新走向之意，同时在

不断开放的大环境中，通过市场化监
管手段助力券商拓展业务，提升竞争
力。
此外，出于提升上市公司质量的
理念，监管层坚持对市场违法违规行
为铁面亮剑，相继对深大通、康得新
等相关人员做出顶格处罚和市场禁
入告知，对严重扰乱证券市场监管秩
序者绝不姑息，并警示上市公司及大
股东必须讲真话，做真账。 同时，针对
市场反映的法律规定处罚太轻，中介
机构未勤勉尽责追究不到位等问题，
证监会表示正在会同有关方面，推动
尽快修改完善《证券法》《刑法》有关
规定， 大幅提高刑期上限和罚款、罚
金数额标准， 强化民事损害赔偿责
任，实施失信联合惩戒，切实提高资
本市场违法违规成本，积极支持受害
投资者依法提起民事损害赔偿诉讼，
并与有关部门共同实施失信联合惩
戒等综合措施， 维护投资者合法权
益。
这有利于营造良好的市场秩序，
让监管者、投资者、上市公司、中介机
构各得其所、归位尽责，也有利于资
本市场更好地发挥出服务实体经济
的积极作用，从而在经济高质量发展
阶段释放应有的能量。
还值得一提的是，在“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中，交易所
层面深入基层调研， 面对面解决问
题，通过制度优化、丰富产品、便利市
场主体， 真正做到服务实体经济、服
务投资者、服务上市公司。
其实， 跳出市场涨跌还可以发
现，上市公司回购，大股东增持等行
为今年以来不断高涨，不仅传递了市
场信心， 也有利于改善公司治理，真
正实现上市公司质量的提升。
撇开外围扰动因素，宏观经济面
的稳定， 资本市场改革不断释放利
好，上市公司质量有保障，这难道不
是投资决策的最重要指标吗？

本版主编：沈 明
责

编：孙 华

美

编：王 琳

制

作：李 波

电 话：010-83251808

今日导读
科创板上市资源培育
呈多点开花之势

延崇高速金家庄螺旋隧道右线贯通
8 月 13 日，河北赤城，金家庄螺旋隧道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和授牌现场。 当日，延（庆）至崇（礼）高速公路金家庄
螺旋隧道右洞成功贯通，并获吉尼斯世界纪录“世界最长的公路螺旋隧道”认证并授牌。

中新社记者 刘忠俊 摄

聚焦经济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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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监管风险评级出炉
近六成险企达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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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I连续5个月处于“2时代”
发改委表示物价总水平有望保持基本稳定
本报记者 苏诗钰

7月份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
同比上涨2.8%，涨幅较上月扩大0.1个百
分点，连续5个月处于
“
2时代”。 面对物
价上涨的压力，国家发改委相关负责人
在接受央视财经采访时表示，随着后期
水果，蔬菜价格的回落，我国物价总水
平有望保持基本稳定。
发改委数据显示， 进入7月份，由
于时令水果大量集中上市， 市场供应
充足，水果价格整体出现了回落，而且
回落幅度还比较大。 8月上旬苹果、橙
子、梨、西瓜和香蕉5种水果平均零售
价格为每斤6.0元，与7月上旬相比下跌
6.7%。其中苹果价格开始回落，西瓜、梨
价格降幅较大，分别下降19.3%、20.3%。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司司长岳
修虎表示，随着时令水果上市，特别
是苹果和梨的主产区整个生产的形
势非常的好，丰收在望，预计后期水
果的价格还会进一步回落。
具体数据显示，蔬菜方面，随着
蔬菜大量上市，价格明显回落。 36个
大中城市的监测数据显示，8月上旬，
15种蔬菜平均零售价格回落到每斤
3.02元，比2月中旬高点下降28.6%。 其
中，黄瓜、圆白菜、西红柿价格降幅较
大，分别同比下降12%、9.2%、8.4%。 预
计后期价格将继续回落并保持季节

性波动。
岳修虎表示，影响物价总水平的
主要是结构性因素，随着水果、蔬菜
的价格回落，然后夏粮丰收，农产品
稳产增产，工业品供应充足，我国物
价总水平有望继续保持基本平稳运
行态势。
华泰证券研究所首席宏观分析师
李超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去年我国
北方的存储类水果（典型如苹果和梨）
产量不足，影响了今年的库存。 而今年
春季，南方地区多次强降水，可能影响
了菠萝等时令水果的采摘和运输。 异常
天气因素叠加低库存，是造成今年二季
度水果CPI同比涨幅扩大的主要原因。
随着夏季时令水果西瓜、葡萄，秋季的
苹果、梨等逐渐上市，水果涨价压力正
在逐渐缓解。 中长期来看，水果供给端
调整速度较快，水果价格不会是持续推
动通胀上行的风险因素。
猪肉价格方面， 近一段时间来，
猪肉价格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上涨，主
要是因为去年8月份以来发生非洲猪
瘟疫情，导致我国生猪生产供应受到
了很大的影响。 国家发改委表示，各
级政府将重点支持种猪场、规模养殖
场恢复和扩大产能，及时启动价格补
贴联动机制。
国家发展改革委表示， 目前出台
了财政、金融和土地等多项扶持政策，

重点支持种猪场、 规模养殖场恢复和
扩大产能。 同时积极引导肉鸡等养殖
行业扩大生产，增加替代品供应。 据有
关部门定点监测，今年上半年，肉鸡出
栏量大幅增加，同比增幅达到15.8%。同
时肉牛和肉羊出栏也明显增加， 整个
肉类蛋白供应总体平稳。
岳修虎表示，没有受到疫情影响
规模养殖场能繁母猪的存栏扩大了
一倍，有一些规模养殖场（生猪）出栏
提高了20%到30%，个别的甚至提高了
60%以上。
与此同时，为应对猪肉价格大幅
波动，今年4月份以来，全国已经有29
个省份启动了价补联动机制，共计发
放价格临时补贴超过20亿元，补贴困
难群众8000余万人次。 按人均每天2
两肉测算，精瘦肉价格上涨10%，每人
每月可能增加支出10元左右，按价补
联动机制发放的补贴，能够保障困难
群众基本生活不受大的影响。 如果今
后物价涨幅继续扩大，补贴标准还将
相应提高。
岳修虎表示， 建立一定规模的猪
肉储备，可以有条件有能力、保障重要
节假日和消费高峰期的居民猪肉消
费。 另外一方面还进行专项部署，加强
市场监管，将严厉打击囤积居奇、串通
涨价等不法行为。 同时加强非洲猪瘟
疫情防控，尽快恢复生猪产能。

我国前7个月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7.3%
本报记者 刘 萌

8月13日，商务部公布今年1月份
至7月份全国吸收外资情况。 商务部
外资司负责人表示，1月份-7月份，全
国实际使用外资持续稳定增长。 全国
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4050家， 实际
使用外资金额5331.4亿元人民币，同
比增长7.3%（折788亿美元，同比增长
3.6%）。 7月份当月实际使用外资548.2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8.7%（折80.7亿
美元，同比增长4.1%）。
对此，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经
济研究部副研究员刘向东对《证券日
报》记者表示，前7个月实际使用外资
保持较高增长，反映了我国持续扩大
开放的举措取得实效，意味着中国仍
是外商投资的最佳目的地。
商务部外资司负责人介绍，1月份
至7月份全国吸收外资情况主要有以下
几个特点：一是高技术制造业和高技术
服务业均保持较高增速。高技术产业实
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43.1%， 占比达
29.3%。 高技术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590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9%。 高技术服
务业实际使用外资973.9亿元人民币，
同比增长63.2%。 二是东中西部地区、自
贸试验区普遍增长。东部地区实际使用
外资4571.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6.3%；
中部地区实际使用外资360.9亿元人民
币，同比增长3.5%；西部地区实际使用
外资399.4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5.2%。
自贸试验区实际使用外资754.7亿元人
民币，同比增长14.6%，占比为14.2%。 三
是主要投资来源地投资增速不减。主要
投资来源地中，德国、韩国、日本、荷兰
对华投资分别增长72.4%、69.7%、12.6%
和14.3%； 欧盟实际投入外资金额同比
增长18.3%；
“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实际
投入外资金额同比增长5%（含通过自
由港投资数据）。
对于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
高速增长的原因，苏宁金融研究院高
级研究员付一夫对《证券日报》记者
表示， 得益于我国振兴实体经济、推
动产业升级、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战略举措，同时也与高技术产业自身
的比较优势有关。

谈到西部地区和自贸试验区吸收
外资增长较快的原因， 刘向东表示，我
国正在实施新一轮开放举措，比如继续
扩大自贸区范围、允许更大范围市场准
入，特别是在金融、医疗、教育等服务业
开放方面更进一步，并允许自贸区先行
先试，对自贸区吸收外资快速增长有重
大的促进作用。 同时，在
“
一带一路”框
架下，西部地区由开发的洼地转变为开
放的前沿，是西部地区吸收外资增长较
快的重要原因。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此前表
示，中国政府始终高度重视利用外资
工作，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支持外资企
业在中国发展的举措。 付一夫表示，
在稳外资方面，关键在于稳定外资的
信心和预期。 在保持政策稳定性和连
续性的同时， 着力打造一个权利平
等、规则平等、机会平等的营商环境，
通过确保公平竞争、完善知识产权保
护等方式，让外资放心投资、扩大投
资并长期投资。 此外，还应进一步降
低企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并推动法
律法规和政策同国际接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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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平高科核心管理团队
将自掏腰包补偿1.13亿元
................................C1 版

优胜劣汰有序出清
新三板提质增效进行时
本报见习记者 刘伟杰

在A股市场上市公司提质增效的同时，全国股
转系统的挂牌公司也在加速提质增效。
全国股转公司数据显示，2019年上半年，新三
板市场新增挂牌公司153家， 申请挂牌公司95家，
并对未按期披露2018年年报的330家挂牌公司实
施强制摘牌。 业内人士表示，上半年新三板市场不
断“新增血液”，同时实现市场有序出清，积极服务
民营中小微企业发展， 并对新三板市场起到提质
增效的作用。
“全国股转公司在促进新三板市场实现有序
出清的同时，努力吸引更多优质企业进入，注入更
多‘新鲜血液’，以保证新三板更加市场化、通畅
化。 ”北京南山投资创始人周运南在接受《证券日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期待新三板市场深化改革的
步伐能更快更大，真正实现优胜劣汰，让优者愿意
来、留得住、发得光，让劣者出得清，加快市场提质
增效， 让新三板市场真正成为一个阳光高效的交
易场所。
股转公司数据显示， 今年上半年申报挂牌的
公司，最近一年营业收入中值为6011.40万元，较去
年上半年申报企业高20.79%； 最近一年净利润增
速中值为58.40%， 较去年上半年申报企业高11.10
个百分点。 另外，今年上半年摘牌企业，在营收、净
利润中值方面分别较去年上半年摘牌企业降低
40.69%、58.36%，而且摘牌企业主要为一些规模较
小、经营业绩不佳的企业。 6月28日，全国股转公司
公告将对未按期披露2018年年报的330家挂牌公
司实施强制摘牌， 进一步促进市场实现“优胜劣
汰、有序出清”。
中国民生银行研究院研究员郭晓蓓对 《证券
日报》记者表示，上半年申请挂牌的企业，在规模
成长性上有所提升， 且摘牌企业以小规模企业主
动出清为主，强制摘牌为辅。 长期以来，新三板市
场为优质中小微企业提供了在资本市场历练的
“舞台”和融资发展的“土壤”。然而，经过多年发展,
新三板市场已经到了提质增效的必要阶段， 而主
动出清乃至强制摘牌也是必经之路。
在郭晓蓓看来，一方面，与上市公司不同，在
融资效果未能达到预期的情况下， 企业谋划主动
摘牌以“降成本”，属意料之举，同时也有积极意
义；另一方面，对未披露定期报告的公司实施强制
摘牌， 对于整个新三板市场的加速出清与健康发
展具有积极正面的作用。
“宽松的准入门槛和有进有出的出清机制是
好市场的匹配机制， 退市机制从表面上看仅仅是
证券市场建设的一部分， 但却是至关重要的关键
一环。 有序稳妥的退出机制是一种理想状态，多年
来新三板市场一直在努力尝试，但目前还有差距，
因此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 ”中国国际科技促进会
理事布娜新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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