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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吴 珊

随着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上
市公司经营情况逐步好转，不少公
司前三季度业绩超预期增长。业内
人士普遍认为，A股阶段性调整将
引发前期热点的分化，那些业绩出
现拐点或持续增长的公司将成为各
路资金争相追逐的热点。

《证券日报》记者对同花顺数据
统计梳理后发现，截至10月23日收
盘，沪深两市共有 3家非银金融行
业上市公司披露三季报，今年前三
季度归属母公司净利润全部实现同
比增长。如此高比例的增长，帮助
非银金融行业暂列申万一级行业增
长占比排行榜的榜首。

华辉创富投资总经理袁华明在
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从已披露数据情况看，在 IPO提速、
金融市场改革力度加大、股票市场
交易活跃的背景下，券商行业在第
三季度普遍维持了高景气态势。考
虑到 10月底“十四五”规划还有可
能提出更多有利于中国经济和资本
市场发展的政策举措，券商行业作
为国内资本市场改革的主要受益
者，在第四季度延续高景气发展态
势的可能性仍然很大。

10月 17日，华林证券打响A股
上市券商三季报披露的“第一枪”。

三季报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公司实
现营业收入 11.52 亿元，同比增长
70.78%；实现净利润6.61亿元，同比
增长 116.08%。其中，公司第三季
度增长明显，实现营业收入 5.58亿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61.09%；实现
净利润 3.76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205.78%。公司的经纪业务、投行业
务手续费净收入大幅增长，加上公
允价值变动收益由负转正，对公司
业绩增长的贡献较大。

10月22日披露三季报的东方财
富和10月23日披露三季报的西部证
券也均交出亮眼的成绩单。其中，东
方财富前三季度实现营收 59.46亿
元，同比增长 92%；净利润 33.98亿
元，同比增长 143.66%。在第三季
度，东方财富实现净利润15.89亿元，
同比增长203.47%。公司表示，业绩
大幅增长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
前三季度国内资本市场活跃，公司证
券业务股票成交额同比大幅增加，导
致公司的证券业务相关收入同比大
幅增长；二是前三季度公司金融电子
商务服务业务基金交易额同比大幅
增加，导致金融电子商务服务业务收
入同比大幅增长。

与东方财富有所不同，西部证
券业绩增长主要得益于经纪业务和
投行业务的共同发力。三季报显
示，西部证券今年前三季度实现营

收 36.6 亿元，同比增长 22.53%；实
现 净 利 润 9.26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77.39%。在第三季度，西部证券实
现 营 收 14.4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58.11%；实现净利润2.88亿元，同比
增长 379.96%。西部证券表示，经
纪业务交易量增长，使得佣金收入
增加；投行业务主要源于本期证券
承销业务收入的增加。

乾明资管基金经理汪茂稳在接
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券
商业绩和股市总成交量具有极大的
正相关性。以市场成交额数据来推
算，预计上市券商前三季度净利润
同比增幅将超过 40%，第三季度净
利润同比增幅有望超过 100%。券
商业绩的大幅增长，反映出市场交
投活跃。若未来A股市场走出慢牛
格局，会对券商的业绩形成持续的
利好支撑。今年四季度开局良好，
市场交投持续活跃，为券商四季度
取得良好业绩提供了保证。

有鉴于券商行业的良好表现，
业内人士对保险业的业绩表现也寄
予了厚望。开源证券非银金融首席
研究员高超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
采访时表示，上市险企积极备战开
门红，目前预售情况良好。我们预
计，2021年开门红保费增速有望超
预期，国债收益率持续上行，在保险
负债端和资产端的双轮驱动下，继

续看好保险板块的投资机会。
袁华明也认为，从 9 月份公布

的数据来看，国内经济企稳和消费
能力增长也在助力保险业复苏。在
国内城市化建设的推动下和人口老
龄化的压力下，那些业绩确定性突
出、估值具有优势的保险企业在四
季度或会得到更多的市场关注。

值得关注的是，今年许多金融
政策的出台和资本市场改革的落
地，都有助于改善以券商为代表的
非银金融行业基本面，为非银金融
类个股的走强增加了确定性。

统计数据显示，截至10月23日
收盘，今年以来，逾六成非银金融股
实现上涨，期间累计涨幅在 50%以
上的个股多达 9只。其中，仁东控

股、中银证券、中泰证券、国联证券
等 4只个股累计涨幅均超 100%，东
方财富期间累计涨幅为92%。

尽管年内涨幅显著，但仍有不
少机构继续为非银金融股“点赞”。
最近一个月内，有 7只非银金融股
获机构给予“买入”或“增持”等看好
评级。其中，东方财富被给予看好
评级的机构家数最多，达到 20家。
其他被机构看好的非银金融股还有
中国平安、中国人寿、中国太保、华
泰证券、国元证券、第一创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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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指数已横盘超过三个月，要
想有所突破，券商、保险等非银金融
股必然会有所表现。

非银金融行业三季报扫描：
3家券商率先“靓相”4只成份股年内涨幅翻倍

本报记者 赵子强

在各种不确定因素影响下，如
何寻找A股业绩确定性成长的公司
成为投资者关注焦点。从已披露今
年三季报的上市公司来看，建筑装
饰行业在大消费助力下表现不凡，
逾八成公司实现净利润同比增长。

《证券日报》研究部通过对 iFind
数据统计梳理后发现，建筑装饰行
业中已有 13家上市公司披露 2020
年三季报，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
者的净利润合计22.99亿元，同比增
长16.89%。其中，有11家公司前三
季度净利润同比增长，行业占比达
84.62%。其中，中电兴发、鸿路钢
构、东珠生态前三季度净利润同比

增 幅 分 别 为 60.02% 、48.52% 、
40.99%，排名居前，建科院前三季度
净利润同比扭亏为盈。

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的华
辉创富投资总经理袁华明表示，在
流动性改善、房地产市场复苏、基建
投资加码的背景下，建筑行业新签
订单从二季度开始增速明显回暖，
行业集中度也呈现明显提升态势，
相关上市公司、特别是龙头企业的
基本面是有保证的。

“2015年至 2018年地产上行后
滞后的装修需求释放及业绩的延后
结算，以及部分基建加大支出的局部
提振，成为该行业景气度的双重驱
动。”玄甲金融CEO林佳义对《证券
日报》记者表示，该板块的投资机会

主要在于估值修复到合理水平、一些
竞争力更强企业的结构性机会。

建筑装饰行业景气度提升，为部
分个股价格的强势表现提供了底气。
统计数据显示，截至昨日收盘，建筑装
饰行业中134只正常交易个股中，有
78只个股在10月份实现累计上涨，占
比近六成；月内涨幅超过10%的有12
只。其中，永福股份（39.71%）、测绘
股份（27.75%）、杰恩设计（25.54%）涨
幅居前三。不过，月内累计跌幅超过
10%的个股也有3只。

值得注意的是，在已公布前三
季度净利润同比增长的 11家公司
中，有 7家公司股价月内累计上涨，
占比达63.64%。其中，建科院10月
份股价累计涨幅居首，达17.04%。

股价的良好表现，离不开主力资
金的青睐。统计数据显示，10月份以
来，有 25只建筑装饰股被资金主动
净买入，买入额合计13.26亿元。其
中，包括中国建筑（5.63亿元）、中国
电建（2.21亿元）、合诚股份（0.55亿
元）等在内的18只个股，月内被资金
净主动买入额合计均超1000万元。

私募排排网未来星基金经理胡
泊在接受《证券日报》采访时表示，前
三季度固定资产投资额同比转正，这
对建筑装饰行业是个利好刺激。在
当前行情下，市场情绪偏谨慎，高估
值、高贝塔的科技、医药和消费行业
出现明显的抛售行为；低估值的周期
性板块因为安全边际高，获得更多市
场关注。其中，建筑装饰行业具备一

定的配置价值。考虑到建筑装饰行
业的强周期性，在操作上需要进行周
期性的波段操作。

兴业证券认为，建筑装饰行业的
政策面和基本面不断向好，装配式建
筑和基建REITs两条投资主线愈发
清晰，建议重点关注相关领域中上半
年新签订单快速增长的央企与民企
龙头。配置上，建议重点关注两个产
业链：一是装配式产业链。例如，装
配式装修龙头金螳螂，钢结构龙头鸿
路钢构，装配式设计龙头华阳国际，
钢结构龙头精工钢构。二是基建产
业链。例如，上半年新签订单高增长
的央企龙头中国铁建、中国中铁、中
国建筑、葛洲坝、中国电建，民企龙头
中设集团、苏交科。

建筑装饰业逾八成已披露三季报公司净利同比增长
25只个股月内获13.26亿元资金抢筹

本报记者 张 颖

伴随“金九银十”传统钢铁需求
旺季的到来，近期在市场需求回暖
中，钢铁产品价格小幅上涨。同时，
A股中的钢铁板块也稳步攀升。业
内人士普遍认为，近期市场热点转
向低估值板块，银行、煤炭等板块已
相继启动，作为高股息、低估值的钢
铁板块也有望受到资金青睐。

钢铁股能否在四季度迎来业绩
与估值的双升？分析人士认为，当
股价因估值层面逻辑不断遭到下挫，
到一定阶段时，业绩的改善会成为股
价上涨的助推力。钢材需求端放量
程度和库存去化进展，或是板块估值
在四季度能否修复的重要因素之一。

《证券日报》记者根据同花顺统

计发现，截至 10月 23日收盘，沪深
两市已有 6 家钢铁上市公司披露
2020年三季报业绩。其中，金洲管
道、广大特材、甬金股份、中信特钢
和首钢股份等 5家钢铁公司净利润
均同比增长，占比达83.33%。

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的优
美利投资董事长贺金龙认为，我国是
当之无愧的钢铁大国。过去几年，国
家推行去产能及节能减排政策，以及
推广相关先进技术应用，2019年至
今钢铁行业整体利润仍处历史较高
水平。目前看，5家公司实现三季报
净利润同比增长，是符合当前政策推
动下利润缓慢上升预期的。

“三季报钢业行业业绩改善主
要受益于工程赶工、经济复苏、房地
产边际改善和基建加码等因素的共

同推动。”私募排排网研究员姚京津
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在 IMF上调全球GDP增速预期
和国际钢协上调 2020 年全球钢铁
需求预期的背景下，国内钢铁需求
回暖有望持续。后市，钢铁板块或
将以阶段性脉冲行情为主，建议关
注估值低、分红高、成本优势明显、
盈利能力突出的优质企业。

进入 10月份以来，在大盘震荡
回落中，沉寂多日的钢铁股尽显韧
性，稳步攀升。统计数据显示，钢铁
板块指数 10月份累计涨幅 2.29%，
跑赢上证指数 1.86%的月内涨幅。
其中，盛德鑫泰、永兴材料、沙钢股
份、宝钢股份、久立特材等钢铁股月
内涨幅均超5%。

嗅觉灵敏的北上资金对钢铁股

进行了积极布局。统计数据显示，
10月份以来，有21只钢铁股现身沪
股通、深股通前十大成交活跃股榜
单。其中，包括方大特钢、韶钢松
山、新兴铸管、沙钢股份、宝钢股份
等在内的 14只钢铁股，期间被北上
资金净买入，成为外资加仓的对象。

从估值来看，截至 10月 23日，
钢铁板块最新动态市盈率为 14.42
倍，远远低于A股市场22.74倍的平
均市盈率。其中，10只钢铁股的最
新动态市盈率均在10倍以下。

“钢铁板块有望在四季度迎来
业绩与估值的双升。”国泰君安在最
新研报中指出，继续看好金秋行情，
当下正是布局良机。四季度是钢铁
行业基本面的拐点。一方面，下游
需求季节性回升，叠加水灾过后基

建项目有望集中开工，同时供给上
升空间有限，整体弹性远小于需求，
钢价有望在四季度走强。另一方
面，下半年海外四大矿山供给有望
逐季回升，矿价已处高位，吨钢毛利
会出现扩张。

不过，龙赢富泽资产基金经理
王存迎告诉《证券日报》记者，今年
钢铁板块业绩虽实现同比增长，但
增速已持续放缓。钢铁行业后期需
求面临一定不确定性，基建复苏较
弱，且持续性存疑，“三道红线”对地
产投资存在长期影响，地产用钢多
项指标开始转弱，如果需求减少，库
存压力将会显现。因此，相对看好
特钢板块的长期成长性，建议关注
特钢在军工、石化等子板块的订单
和业绩改善情况。

业绩估值双升预期助钢铁股显韧性 北上资金潜入14只个股

本报记者 赵子强 见习记者 楚丽君

在 10月 23日举行的人社部 2020年第三季度新
闻发布会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卢
爱红介绍，截至三季度末，已有24个省份启动基金委
托投资，合同金额1.1万亿元，到账9757亿元，其中21
个省份启动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基金委托投资工作。

《证券日报》记者对 Choice 统计数据梳理后发
现，截至三季度末，养老金合计持有 19只个股，持流
通股市值25.36亿元。其中，三峡水利、红旗连锁、晨
鸣纸业、日月股份被养老金账户持股较多，均超1000
万股。在第三季度，三峡水利获养老金账户增持
592.75万股，红旗连锁获增持230万股，排名居前。

截至三季度末，养老金新进10只个股。其中，新
进晨鸣纸业、日月股份分别为 1368.41万股、1036.17
万股。另外，金隅集团、赤峰黄金、城地香江、皮阿诺
也排名养老金新进持有股数的前列。

截至 10 月 23 日收盘，养老金新进持有的个股
中，皮阿诺本月累计涨幅 6.27%，日月股份累计涨幅
5.34%。爱婴室、光迅科技、日月股份、赤峰黄金、威
胜信息、城地香江、金隅集团、皮阿诺、晨鸣纸业等 9
只个股多次获机构“增持”评级。

养老金的投资风格比较明确，一直偏向价值投
资。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的前海开源基金首席
经济学家杨德龙表示，长期投资的养老金一般交给
机构来管理，持有的多数是业绩优良的龙头股，业绩
回报一般比较稳定，追求长期稳定回报符合其价值
投资理念。养老金规模越大，对市场影响也越大，对
市场的正面推动效果也越大。

“当前中国金融市场改革速度加快、力度加大，
正在有力推动国内金融市场效率的提升，股票市场
因此受益。在这个阶段入市，养老金有望更好地实
现保值增值的投资目标。价值投资、长期投资、注重
基本面、强调流动性和资金安全是养老金的主要投
资风格特点。”华辉创富投资总经理袁华明对《证券
日报》记者表示。

乾明资管基金经理汪茂稳认为，目前中国股市
总市值约 76万亿元，养老金入市对市场是不小的增
量资金。如此大额的增量资金入市，必定会对市场
有强大的托底和推动作用。业绩稳定、估值低廉或
相对合理、流通性好的大蓝筹应该是养老金投资的
首选标的，这将有助于低估值大蓝筹的估值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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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老金是市场上稳定而长期的
机构投资者，其资金量大、投资期限长，对稳定市场
和增加市场流动性有很大的正向作用。

三季报9只养老金重仓股
获机构多次推荐

本报记者 姜 楠

截至 2020年 10月 15日，深市共有 922家上市公
司披露 2020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告，占比 39.90%。其
中深市主板、中小板和创业板的披露率分别为
57.36%、50.26%和 18.73%。从公司披露的业绩预告
来看，深市上市公司前三季度业绩呈现如下三大特
征：

首先，922家深市上市公司中共有 652家预计盈
利，占比达 70.72%，15个行业表现突出。652家预盈
公司平均盈利规模达 3.78亿元-4.16亿元，同比增长
超过48.24%，环比增长超过65.79%。可见，在疫情防
控形势持续好转、宏观经济稳步复苏的情况下，深市
各板块上市公司也展现出底盘稳健、韧性强劲的特
质，前三季度业绩整体表现良好。

从行业分布来看，前三季度，农林牧渔、国防军
工、建筑材料、化工、电气设备、食品饮料等15个行业
上市公司受惠于行业政策和人民消费习惯变化，预
计同比保持增长态势。

其次，分板块来看，主板、中小板预亏公司家数
和占比双降；上半年亏损的创业板公司中，超四成预
计扭亏。

统计数据显示，深市主板、中小板共有 258家公
司预计三季报亏损，占两板公司总家数的17.84%，较
上半年实际亏损的公司家数减少57家，占比减少约4
个百分点。从单季度情况看，上述披露业绩预告的
两板公司中，有386家第一季度亏损、243家第二季度
亏损、204家第三季度预亏，亏损公司家数逐季减少，
整体呈现稳中向好态势。与此同时，披露业绩预告
的两板公司中，有 297家公司上半年实际亏损，其中
有53家公司预计实现环比扭亏，占比17.85%，包括主
板22家、中小板31家。

在披露前三季度业绩预告的 162家创业板公司
中，有18家上半年实际亏损，其中超四成公司预计环
比实现扭亏。

第三，深市龙头企业展现出较强的抗风险能力，
延续良好的增长态势，部分创新企业显现出新的增
长动能。

数据显示，在502家预盈的主板、中小板公司中，
预计业绩增幅超过50%的公司有280家，环比增加28
家。有 288 家上年同期实现归母净利润高于 10 亿
元。其中，主板39家和中小板94家公司克服疫情冲
击，预计保持同比良好增长态势，有36家公司预计增
幅超过100%。

披露了前三季度业绩预告的创业板公司中，有
115家预计同比增长，有 7家预计同比扭亏为盈。其
中，预计同比增长的公司有 21 家来自医药生物行
业、有17家来自电子行业；预计增幅最大的5家公司
中有 4家与医疗生物产业密切相关，分别是华大基
因、稳健医疗、理邦仪器和东富龙。而稳健医疗作为
创业板注册制下的新上市公司，预计前三季度增幅
达到 650.68%-700.12%，位列披露业绩预告的创业
板公司增幅第二位。显现出创业板在注册制改革
下，激发经济成长新动能，增强了企业创新发展的新
动力。

深市922份三季报业绩预告
昭示三大特征
创新企业显现新增长动能

编者按：在上市公司紧锣密鼓披露2020年三季报之际，A股市场投资风格恰逢明显分化，股指震荡盘整，热点持续性较差，投资回归价值基本面
成为机构的一致取向。《证券日报》研究部对同花顺数据统计梳理后发现，截至10月23日收盘，已有440家A股上市公司发布三季报。其中，前三季
度净利润实现同比增长的公司达294家，占比近七成。从行业分类看，非银金融、建筑装饰、钢铁、电气设备等四类行业中，业绩同比增长的公司家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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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子强
见习记者 任世碧

《证券日报》记者对同花顺统计
数据梳理后发现，截至10月23日收
盘，共有23家电气设备行业上市公司
披露了2020年三季报业绩，报告期内
实现净利润同比增长的公司共有19
家，占该行业已披露三季报业绩公司
的82.61%，位居申万一级行业前列。

“政策引导下的特高压、新基建
建设推进，新能源和光伏产业技术
迭代和快速普及，是带动今年前三
季度电气设备行业业绩增长的主要
动力。”成恩资本董事长王璇在接
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榕树投资研究部主管李仕鲜对
《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在经济全面
复苏的背景下，电气设备行业具备

复苏的基础条件，在板块中可重点
关注新能源细分领域。首先，新能
源汽车板块受益于爆款新车型推动
的销量增长，未来具备 5年增长 10
倍的成长空间。其次，光伏发电板
块受益于今年装机量的提升，行业
龙头业绩表现普遍较好。此外，‘十
四五’规划预计会加大对新能源板
块的政策支持力度，有利于电气设
备行业业绩增长。”

私募排排网资深研究员刘有华
也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看好电
气设备行业中新能源汽车、光伏发
电等细分领域的景气度持续提升。
新能源汽车领域受益于海外销售超
预期、国内新车造势、政策扶持等多
因素推动，有望推动电气设备行业
的景气度持续提升。”

《证券日报》记者对三季报数据

进一步梳理后发现，在上述 19家电
气设备行业上市公司中，有 11家上
市公司前三季度净利润实现同比翻
番。其中，在报告期内，顺钠股份实
现 净 利 润 同 比 增 幅 居 首 ，达
1207.55%；英威腾净利润同比增幅
339.15%。此外，包括弘讯科技、锦
浪科技、安靠智电等在内的 9家公
司净利润同比也均实现翻番。

在披露三季报业绩的同时，还
有部分上市公司率先发布了 2020
年年报业绩预告。《证券日报》记者
梳理后发现，截至 10月 23日收盘，
已有 5 家电气设备上市公司发布
2020年年报业绩预告，且全部业绩
预喜。其中，思源电气、通达股份、
日月股份3家公司均预计2020年全
年净利润同比增长 50%以上；英威
腾、蓝海华腾 2家公司预计 2020年

全年业绩有望扭亏为盈。
良好的业绩对股价上涨起到支

撑作用。统计数据显示，上述19只电
气设备股中，10月份以来股价上涨的
共有14只，占比逾七成。其中，新雷
能、蓝海华腾、顺钠股份、科林电气、炬
华科技、中来股份等6只业绩成长股
月内累计涨幅均逾10%，强势尽显。

基于电气设备行业景气度的持
续回升，很多机构坚定看好该行业的
配置机会，尤其是秉承长期投资、价
值投资理念的QFII，其持仓动向一直
备市场各方关注。上述电气设备公
司的三季报显示，截至今年三季度
末，有5家公司前十大流通股股东名
单中均有QFII现身，合计持股市值
为3.92亿元。其中，雷赛智能、通达
股份、弘讯科技、迪贝电气等 4只股
票为第三季度QFII新进持有；锦浪

科技在第三季度被QFII加仓操作，
增持数量为191.20万股。

刘有华分析认为，“从长期来看，
受多因素共振推动，新能源汽车行业
景气度持续向上，这一趋势至少还会
维持 3年左右。光伏领域第四季度
终端需求旺盛，光伏玻璃的价格或将
维持高位运行。在技术进步的推动
下，光伏行业的市场空间逐渐被打
开。因此，预计光伏行业仍将在很长
一段时间内维持较高景气度。”

对于后市该板块的投资逻辑，
王璇认为，“电气设备行业龙头企业
的业绩增长具备确定性，但也要适
当警惕市场风格切换下估值过高、
涨幅巨大的潜在回调风险。投资者
可重点挖掘由技术创新提升细分市
场空间、具备核心竞争力、基本面优
质企业的投资机会。”

19家电气设备公司净利同比增长 QFII新进增持5只潜力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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