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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网贷行业的清退已经到了

末期，几千家平台正在或已经走向覆

灭的道路。但在行业的寒冬之下，多

数身处其中的平台依然正在寻找出

路。据悉，为了打破现状，近日达飞平

台在北京总部连续多日召开新业务探

讨会议。10月 16日，在确定新的发展

方向之后，达飞平台创始人高云红第

一时间抵达秦皇岛召开新业务启动会

议，向秦皇岛一线达飞员工阐述了未

来的发展方向，并对当下一线面临的

困难进行交流探讨。

达飞平台相关负责人表示，公司多

年来一直坚持的不变就是不断在变，无

论处于什么现状都要如此。但万变不

离其宗，达飞目前一切的核心是围绕保

障兑付展开，并表达坚决维护全体出借

人利益的决心。

兑付期间，达飞平台一直都在全国

大力开通法诉渠道，全面围绕回款工作

进行。如今启动新业务，意味着平台将

“回钱”与“挣钱”同时发力。对于出借

人而言，平台积极地去开源更有利于兑

付，毕竟眼下回款难是整个网贷行业的

现状，不能一条道走到黑。

据悉，为了配合这次新业务的启

动，达飞在全国范围重新整合一线团

队，并实行区域自治，自负盈亏，不增加

运营成本。放眼互联网金融行业，达飞

是为数不多还保留一线团队，并借此发

力的平台。全国一线团队的重组，除了

推动新业务进行开源之外，达飞也将对

全国各地 100多亿的债权进行分区精

细化管理，相当于在法诉、催收之外又

增加一股新的回款力量。

据达飞方面表示，本次达飞新启

动的业务，依然立足于金融领域，并与

消费金融企业达成合作。依托一线团

队起家的达飞，这次是否可以在最高

法规定的 15.4%的利率之下，依然可以

把一线团队打造成企业核心竞争力，

找到持续发展下去的道路，让我们拭

目以待。

困境之下，拼的就是自救的实力。

尽管达飞如同大多数网贷平台一样，面

临着回款艰难，兑付缓慢的现状，但可

以看到达飞针对内部队伍、出借人，借

款人等多方面都在不断采取新的调整

与行动。在一个行业覆灭的潮流当中，

上千家平台都伸手指望被救，但希望是

渺小的。只有主动去打破现状，才有逆

势而上的机会。对于出借人而言，平台

如果敢于折腾，这就是在传递一个积极

的信号。

如今网贷的清退已经到了末期，但

是行业的寒冬却没有过去，上千万出借

人的兑付问题依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

决。在这样艰难的困境下，大多数平台

可能已经是焦头烂额，而达飞却在此时

选择再出发，这对于出借人无疑是一剂

强心针，对于借款人则会形成强有力的

约束。播下种子虽然不会立马看到结

果，但至少，从此有了希望。

（CIS）

行业寒冬之下 达飞逆势而上！

本报记者 赵彬彬 王 僖

10月15日，山东辖区2020年首份三季报出炉。恒
通股份前三季度净赚6606.6万元，在山东辖区上市公司
中率先“交卷”的同时，也以62.9倍的净利润增幅跻身山
东辖区三季报“增长王”。

10月16日，沃华医药发布了三季报。公司抓住慢
性病医保药品“长处方”的政策机遇，前三季度净利润
同比增长171.17%。

《证券日报》记者梳理发现，除恒通股份和沃华医
药外，山东辖区还有14家公司预告前三季度净利润同
比增长有望超过100%。

14家公司有望超过100%

资料显示，前三季度净利润增长近63倍的恒通股
份，是国内LNG贸易物流行业的领先企业，公司LNG贸
易和运力规模稳居行业前列。

“今年前三季度，公司主要利润增长点来自LNG方
面。”公司董事会秘书朱奇告诉《证券日报》记者，今年
的物流运费较往年偏高，利润点也高；同时，由于上游
LNG进液价格一直处于较低水平，采购成本降低，下游
客户的需求在稳步增长。普货运输方面，客户一直较
为稳定，业务量及利润稳步增长。

“恒通股份凭借庞大的业务规模，可以从上游获得
更有竞争力的价格，同时还向下游延伸布局了LNG加
气站，这有助于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熟悉恒通股份
的LNG行业人士对《证券日报》记者说。

卓创资讯分析师国建对《证券日报》表示，受煤改
气等因素影响，今年LNG需求非常旺盛，造成运力紧
张，物流运费有一定幅度上涨，也有助于增厚公司利
润。同时，去年利润较低，也是今年高比例增长的重要
基础。

根据东方财富choice数据，截至10月16日，山东已
有77家A股上市公司披露了三季报业绩预告、业绩快
报，其中57家企业实现盈利（不包含3家预告为“不确
定”公司），16家净利润有望翻倍。除恒通股份和沃华
医药已披露三季报外，道恩股份、宝莫股份、蓝帆医疗、
龙大肉食、金雷股份等14家业绩翻倍股三季报“在路
上”。

《证券日报》记者从道恩股份了解到，今年以来，受
疫情影响，公司防疫物资熔喷料销量大幅增加。凭借
在熔喷料领域的技术积累和良好口碑，公司锁定了很
多优质客户和订单，三季度整体销量保持延续。同时，
公司储备了可降解塑料技术，形成了系列产品储备，部
分产品已完成产业化。公司预计前三季度归母净利润
为7.62亿元至8.04亿元，同比增长500.12%至533.29%。

蓝帆医疗预计，公司前三季度净赚18亿元至21亿
元，同比增长380%至460%。

受益于风电行业高景气度，金雷股份预计，今年前
三季度实现净利润3.33亿元至3.51亿元，同比增长
138%至150.69%。另一家风电零部件企业双一科技则
预计前三季度实现净利润2.55亿元至2.80亿元，同比增
长110%至130%。

化工等多行业明显回暖

通过梳理比对山东辖区业绩预告、快报，《证券日
报》记者发现，多行业出现明显回暖迹象。

作为化工大省，山东辖区35家化工类企业（申万行
业指数划分）中有18家公司披露业绩快报，其中15家公
司今年前三季度实现盈利，道恩股份、鲁北化工、齐翔
腾达、光威复材等9家公司同比实现不同幅度的增长。

齐翔腾达预计，今年前三季度实现盈利7.33亿元至
8.38亿元，同比增长40%至60%。

鲁西化工，虽然今年前三季度预计盈利同比下滑
45.48%-48.89%，但公司预计三季度可实现归母净利润
为2.3亿元至2.6亿元，同比大增114.68%至142.68%。公
司方面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今年1月
份-4月份受新冠肺炎疫情及市场影响，公司主要产销
量和销售价格同比下降幅度较大，但自5月份起，公司
经营业绩逐步好转，三季度更是增速明显。石大胜华
方面也表示，随着锂电池溶剂进入需求旺季，电解液行
业需求持续增长，加上全球新能源车终端销量数据持
续向好等因素，公司第三季度业绩实现了大幅增长。

目前，山东辖区内，7家食品饮料行业的上市公司
中，已有4家披露业绩预告，其中双塔食品、得利斯、龙大
肉食前三季度都有望实现翻倍增长。医药生物行业，18
家相关公司中有7家披露了业绩预告，半数以上预计业
绩实现增长。即便是预计业绩亏损的东阿阿胶，第三季
度业绩也实现扭亏为盈，回归良性发展。公司方面对

《证券日报》记者表示，数字化转型策略的成功实践，以
及去库存进入尾声，为公司提振业绩带来助力。

山东辖区首份三季报出炉
恒通股份净利增长近63倍

本报记者 张 颖

随着三季报业绩披露的到来，各
方的目光纷纷聚焦于业绩增长股。

近期，农林牧渔行业以其优异
的“成绩”，受到市场各方的推崇。

《证券日报》记者根据同花顺统
计发现，截至10月16日收盘，在农林
牧渔行业中，已有36家公司发布三
季报业绩预告，其中，预喜公司达26
家，占比达72.22%，位居申万一级
行业的首位。

具体来看，在上述26只预喜股中，
预计净利润最大变动幅度超100%的
个股达17只，其中，天邦股份、正邦科
技、牧原股份等3家公司均预计前三季
度净利润增幅上限在10倍以上，分别为

24186.68%、11077.85%和1428.57%。
紧随其后的是，金新农、新五丰、唐人
神、大北农、天康生物、登海种业等农
业股，预计前三季度净利润同比增幅
均超400%。

对此，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
访的私募排排网未来星基金经理夏
风光表示，农林牧渔行业的业绩表
现好，主要受益于养殖产业链，特别
是生猪养殖板块高景气度。但是，
从市场走势上来看，由于猪周期临
近后期，猪价已经开始回落，整个板
块的走势不尽如人意。对于周期板
块来说，盈利峰值到来前股价可能
已经见到高点，这是预期引导的。
可是，整个行业的投资机会仍然是
比较多的，农产品通胀预期下，种植

行业可以关注，其中，转基因和种业
等细分领域值得密切留意。

上述绩优股受投资偏好整体
回落影响，近日呈现出分化格局。
10月份以来，在上述26只预喜股
中，有13只个股跑赢同期上证指数
3.68%的涨幅。其中，科前生物、回
盛生物、瑞普生物、南宁糖业等4只
个股，月内累计涨幅均超10%，分
别 为 24.27% 、18.02% 、12.32% 和
10.98%。

“近期农林牧渔行业业绩出
色，其中生猪养殖行业最受关注。”
榕树投资研究部主管李仕鲜告诉

《证券日报》记者，虽然猪企普遍释
放利润，但股价并未有大幅上涨，
主要原因是周期类行业的投资主

要是股价先行，而利润滞后兑现，
市场对于本轮猪企释放利润早已
有所预期。本轮猪周期始于2018
年6月份，猪价整体涨幅巨大，猪企
的股价普遍也有数倍涨幅，在养殖
利润高企的背景下，生猪产能必然
会快速上升，供应增加，而需求难
以维持去年同期水平，这就意味着
猪周期开始步入下行阶段。后市
建议关注生猪养殖的后周期受益
品种如饲料、维生素、动物保健等
细分行业投资机会。

农业股的良好业绩无疑受到机
构的高度关注。统计显示，在26只
预喜股中，机构近30日内给予“买
入”或“增持”以上评级的公司达13
家，占比达五成，其中，佩蒂股份、安

琪酵母、中宠股份、温氏股份、牧原
股份等5家公司，均被机构推荐次数
在4次及以上。

“确定性高，增速稳健”已然成
为业内一致看好农业公司业绩的关
键词。近日，申万宏源证券在农林
牧渔行业三季报前瞻中表示，2020
年是农业行业难得的“丰收年”。生
猪养殖产业链业绩持续大幅增长，
拉动农业行业整体业绩大幅增长。
可以看到，猪、鸡养殖产业链，因价
格变化业绩呈“冰火两重天”。后市
建议，聚焦优选中长期确定性机会，
关注“转基因”、“粮食价格”主题。
与此同时，可继续密切关注龙头企
业商业模式的优势、主营业务增长
的确定性。

农林牧渔行业三季报预喜率超七成
“丰收年”中掘金确定性机会

本报记者 赵子强

进入10月份，随着三季报的逐
渐披露，业绩与成长受到市场关注。

《证券日报》记者根据同花顺
IFIND数据统计发现，截至10月16
日，沪深两市已披露三季报业绩预
告的公司中，电气设备行业预喜股
达50只，其中预增36家、略增6家、续
盈1家，另有7家公司扭亏，占该行业
已披露三季报业绩预告公司（77家）
的64.94%，位居申万行业第二位。

在上述50家电气设备公司中，
振江股份、*ST东电、顺钠股份等3
家公司预计前三季度净利润同比增
长超过10倍；*ST海陆、三变科技、
新强联、英威腾、*ST科陆等5家公

司预计前三季度净利润同比增长均
在3倍以上；还有*ST江特、华明装
备、蓝海华腾等20家公司预计前三
季度净利润同比增长将超过100%。

“政策引导下的特高压、数字新
基建的建设推进，新能源和光伏产
业的技术迭代和快速普及是带动今
年电气设备行业增长的主要动
力。”华辉创富投资总经理袁华明
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的沃
隆创鑫投资基金经理黄界峰表示，
受政策支持、平价上网推进及抢装
带动，近期国内光伏、风电、特高压
等“新基建”装机需求放量增长，预
计下半年国内装机建设仍将平稳推
进，将带动电气设备行业整体盈利

能力提升。随着装机需求爆发，行
业产能利用率持续上升，企业盈利
改善，行业估值中枢也将逐步抬升。

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的私募
排排网资深研究员刘有华认为，消费需
求的增长带来了行业景气的回升。

业绩的成长为板块的市场表现
提供了动力，电气设备指数今年以
来表现抢眼。《证券日报》记者通过
同花顺IFIND统计，电气设备今年以
来，截至10月16日累计上涨61.20%，
排名申万一级行业第一位。

个股方面，截至10月16日，上述
77只个股年内累计涨幅超过100%
的有9家，其中，晶澳科技、新强联累
计 涨 幅 在 两 倍 以 上 ，分 别 达 到
250.45%和217.87%。

双节长假后上述已披露业绩预
告股十分活跃，中能电气、英可瑞和
新强联等个股累计涨幅已超过
50%，另有包括蓝海华腾、方正电
机、泰胜风能等23只个股月内累计
涨幅也超过了10%。

袁华明认为，新能源和光伏相关
头部企业今年以来业绩表现和长期
发展确定性都比较突出，未来还可能
有额外的产业政策利好值得期待。

申万宏源则建议，积极配置电
气设备的三大领域：新能源发电、新
能源汽车和新基建。

第一，新能源发电板块短期与
中长期需求持续向好、国内“十四
五”装机规划或超预期，板块估值整
体处于低位。继续推荐中环股份、

通威股份、隆基股份、晶澳科技、福
莱特、福斯特、信义光能、迈为股份、
捷佳伟创、山煤国际、东方电缆、日
月股份、金雷股份、金风科技、天顺
风能、中材科技等。

第二，全球电动化加速，新能源
汽车板块打开成长空间，配套产业链
加速“出海”，继续推荐宁德时代、璞泰
来、格林美、恩捷股份、新宙邦、宏发股
份、欣旺达、亿纬锂能、当升科技、三花
智控；推荐布局上游资源优质公司（华
友钴业、寒锐钴业、天齐锂业）。

第三，新基建下，受益特高压、
充电桩、通信信息等多领域发力，电
力设备板块估值有望提升，继续推
荐平高电气、国电南瑞、许继电气、
特变电工、国网信通、涪陵电力等。

业绩加持电气设备板块年内涨61% 机构推荐三大领域

本报记者 吴 珊

进入10月份，市场热点切换速
度加快，一些前期活跃的品种在近期
略显步履蹒跚，而三季度业绩预喜标
的，无疑是市场热点的最佳候选者。

《证券日报》记者根据同花顺数
据统计发现，截至 10月 16日收盘，
沪深两市共有 99家电子行业上市
公司披露三季报业绩预告，其中业
绩预喜公司家数达到 61 家，占比
61.62%，位居申万一级行业前列。

对此，私募排排网资深研究员
刘有华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
时表示，电子行业今年的增速非常

快，从最新发布的数据来看，9月份
我国进口集成电路数量创下历史新
高，说明我们国家目前电子行业的
景气度处于历史高位，而且国产替
代也在加速，不少上市公司的订单
已经超负荷。可以预期到的是未来
两年内，该行业的优秀企业未来业
绩仍将保持高速增长。

从预计净利润同比最大增幅来
看，上述61家三季报预喜公司中，有
23家公司预计前三季度净利润同比
增长超过 100%，包括得润电子、华
金资本、天华超净、欧菲光等在内的
10家公司报告期内净利润同比增幅
均在200%以上。维科技术、通富微

电、创世纪、厦门信达、*ST华映、*ST
大港、晓程科技等7家公司均预计三
季报业绩有望扭亏为盈。

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的安爵
资产董事长刘岩表示，随着国际政治环
境变化，国产替代市场开始展现出来，
5G技术周期到来，让市场需求逐步打
开；国外疫情严重，导致目前中国成为
世界为数不多能稳定生产的供应商，这
给电子行业带来新的增长点。从短期
来看，消费电子行业三季度就开始进入
传统旺季，下半年受益于华为、苹果等
发布旗舰机，必然带动消费电子供应链
三季度业绩明显改善。

良好的业绩是股价上涨的基

石，上述 61家三季报预喜公司中，
有 48家公司 10月份以来股价实现
不同程度的上涨，占比 78.69%。新
洁能、立昂微、朗科智能、杰美特、思
瑞浦、芯海科技、三雄极光等 18只
个股期间累计涨幅均超10%。

不仅如此，基于行业景气度回
升、业绩表现优异、下游需求旺盛等
利多因素，“电子股可能开启一波涨
势可观的趋势性行情，乐观情况下
估计会延续到明年一季度”，这种观
点越来越得到市场认同，未来几个
月将是一个值得期待的电子行情的
季节。

优美利投资董事长贺金龙在接

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目
前，电子行业等为多数机构看好的
朝阳行业，势必有快速增长机会，四
季度有望超跌反弹，但该板块往往
具有较高波动性，投资者可选择创
新或产品升级（微创新）带来的细分
领域需求较强、估值超低和业绩优
秀的个股低吸待涨。

“四季度电子股应该还会有很好
的机会，但是投资者一定要慎重，注
重个股认真研究，毕竟一些电子股估
值已经不低了。”刘岩提醒，四季度建
议投资者多寻找一些确定性强的标
的，尤其是业绩增长稳定可靠的上市
公司，避免盲目追逐市场热点。

99家电子企业逾六成前三季度业绩预喜

本报记者 吴 珊
见习记者 任世碧

“军工行业基本面在 2020年将
会加速增长，并且是具有持续性的，
短期可能因为市场情绪而出现过热
的情况，但是从中长期来看，军工行
业业绩增长是可持续的。”接受《证
券日报》记者采访的榕树投资研究
部主管李仕鲜表示。

《证券日报》记者根据同花顺数
据统计发现，截至 10月 16日收盘，
共有 17家军工行业上市公司披露
了2020年三季报业绩预告，业绩预
喜公司达10家，占比板块内已披露

三 季 报 业 绩 预 告 公 司 总 数 的
58.82%，位居申万一级行业前列。

具体来看，北斗星通、广东甘
化、爱乐达等 3家公司均预计 2020
年前三季度净利润同比增长超过
100%，北摩高科、天和防务、中天火
箭、捷强装备等 4家公司也均预计
2020 年前三季度净利润同比增长
30%以上，派克新材、安达维尔等 2
家公司 2020年前三季度净利润也
均实现同比增长，博云新材预计
2020年前三季度业绩扭亏为盈。

李仕鲜认为，“伴随着‘十三五’
收官，‘十四五’的开启，军工行业将
会变为一个成长性的行业。从军工

细分领域来看，空军‘歼20’为代表的
军机产业保持较高景气度；海军将进
入双航母时代，海军装备建设迈入新
阶段；陆军地面装备也在快速升级，
军贸出口也相对旺盛，并且以北斗三
号为代表的多个航天重大工程即将
启动，中国航天将迎来高光时刻。在
此背景下，军工细分领域的龙头公司
将出现较高的成长性，整体军工产业
链的景气度可期。”

“由于军队建设加快推进带来
行业下游旺盛的需求、订单采购任
务加快推进、新型装备批产，行业订
单有望迎来加速释放，军工行业
2020年全年业绩有望加速增长。”

国海证券在最新研报中如此表述。
多重因素共振下，10 月份以

来，军工板块表现活跃，上述 10只
三季报预喜股中，股价实现上涨的
个股共有 9只，占比九成。中天火
箭累计涨幅居首，达到 77.17%，北
斗星通、派克新材等个股期间累计
涨幅也均逾10%。

私募排排网未来星基金经理夏
风光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军工
订单稳定增长，保障了军工上市公
司的业绩确定性。军工板块中的一
些细分行业，包括航空、航天、发动
机、芯片电子等景气度比较高。外
围事件性驱动也使军工的关注度比

较高，后市仍然有阶段性的机会。
建议关注大飞机产业链、航空航天、
一体化产业链、信息科技包括芯片
电子等子板块龙头股机会。”

申万宏源证券行业策略分析师
韩强进一步表示，坚定看好军工行业
中长期投资价值：首先，坚定看好航
空及导弹等重点领域业绩释放，建议
重点关注中航沈飞、中航飞机、航发
动力、中直股份；其次，高端原材料领
域建议关注碳纤维复材及钛合金优
质赛道，中航高科、光威复材、三角防
务、西部超导、火炬电子为细分龙头；
最后，航天防务武器建议关注航天电
器、鸿远电子、菲利华等。

17家军工公司发布三季报业绩预告 近六成预喜

聚焦前三季度业绩预告

编者按：随着10月10日三季报披露拉开帷幕，上市公司的三季报业绩预告正在加速发布。从已披露三季度业绩预告的1345
家A股上市公司来看，部分行业在三季度依然保持了较高景气度及业绩增长的确定性。《证券日报》研究部统计发现，截至10月16
日收盘，沪深两市共有634家公司三季报业绩预喜，占比47.14%。值得关注的是，农林牧渔、电气设备、电子和国防军工等四大行
业，三季报预喜股占行业内披露三季报公司比例居前，均超六成。今日本报特对上述行业及其绩优股进行梳理分析，以飨读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