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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海康威视

中兴通讯

立讯精密

圣农发展

中南建设

华润三九

大华股份

比亚迪

视源股份

中华企业

老板电器

预喜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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扭亏

预增

预增

预增

预增

略增

略增

预增

预增

略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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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观察

在 A 股市场投资有效性日益提升

的背景下， 指数基金受到市场持续、高

度的关注，成为基金公司布局新品的重

要方向。 公开信息显示，截至 8 月末，今

年新上报的产品中，仍在排队的指数基

金超过两百只、来自六十余家公司。 为

满足投资者不断涌现的新需求， 即使是

旗下指数产品线较为全面的公司也在紧

锣密鼓地发行新品。 据公告，易方达上证

50ETF（510100）已于近日成立，其联接基

金（A：007379，C：007380）亦已结束募集。

这是易方达旗下第七只宽基 ETF。

上证 50 指数：优质蓝筹资产

投资者对上证 50 指数的旺盛需求

是由这只指数的资产质量决定的。 上证

50 指数由上海证券市场规模大、流动性

好、具代表性的 50 只股票组成，反映的

是沪市具市场影响力的一批优质大盘

蓝筹股的整体状况。

在近年来不确定性较高的市场环境

中，这批公司仍然表现出了较高的业绩

确定性。 从新近发布的半年报来看，上

证 50 公司今年上半年共实现营业收入

9.84 万亿元、净利润 1.24 万亿元，分别

占沪市所有股票的五成和七成以上，而

且同比增幅均超过 10%，在原有营收、利

润规模较大的基础上仍实现了高于市

场平均水平的快速增长。

从市场表现来看，据 Wind 统计，截

至 9 月 6 日，上证 50 指数近三年来涨幅

为 33.76%， 领跑主流宽基指数。 虽然

2018 年受累于市场整体下行而有所回

撤，今年以来的回暖行情中，上证 50 指

数的表现仍然在主流宽基指数中名列

前茅。 而从估值来看， 其当前市盈率

（TTM） 为 9.78 倍， 仍处于近十年来较

低位置。

ETF：低成本投资工具

ETF 是便捷高效的指数投资工具，

可以帮助投资者实现对指数成份股的

一篮子投资。 其业绩不仅与标的指数的

表现相关， 也与该产品的跟踪误差有

关。 拉长周期来看，在时间的复利效应

之下，产品的费用低有助于缩小跟踪误

差，从而增厚投资者的收益。

从费用来看，据公告，易方达 50ETF

的管理费为 0.15%/年，托管费为 0.05%/

年， 其联接基金 C 类销售服务费 0.1%/

年，低于同类平均水平。 对投资者而言，

这意味着， 通过 ETF 投资上证 50 指数

的成本将可以大幅降低。

易方达是国内 ETF 及联接基金管

理经验丰富的基金公司之一，早在 2006

年 便 率 先 发 行 了 深 交 所 第 一 只

ETF———深 100ETF， 至今旗下 ETF 及

联接基金产品线已覆盖创业板、 沪深

300、MSCI 中国 A 股国际通等多只主

流宽基指数， 以及中概互联等特色指

数，均深受投资者欢迎，是同类中的领

军产品。

持续丰富指数投资工具 易方达推出上证 50ETF

信息时报讯

(

见习记者 袁婵 记

者 梁诗柳

) 随着半年报的收官，不少A

股上市公司也对2019年三季报业绩作

出预测。同花顺数据显示，截至昨日有

474家公司披露了三季度业绩预告，其

中业绩预喜有217家公司，有11家预计

净利润超过10亿元。

217家公司三季度预喜

数据显示，披露业绩预告的474家

公司中，2019年三季度业绩预增为123

家、 扭亏为41家、 略增为30家、 减亏

为17家、 续盈为6家， 合计预喜公司

为217家。 从净利润下限规模看， 上

述业绩预喜的公司中有11家净利润超

过10亿元。

海康威视预计2019年1-9月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3.96亿

元-85.05亿元， 为截至目前预计净利

润绝对值最大的公司。 紧随其后的中

兴通讯预计三季度净利润为38亿元-

46亿元。 立讯精密以预计净利润24.85

亿元-26.51亿元排在第三位。 其余预

计三季度净利润超10亿的公司依次为

圣农发展、 中南建设、 华润三九、 大

华股份、 比亚迪、 视源股份、 中华企

业、 老板电器。

记者留意到， 截至目前， 预计三

季报净利润超10亿的公司主要集中在

中小板。 数据显示， 11家公司中有8

家为深市中小板上市公司， 仅4家为

主板上市公司。 以立讯精密为例 ，

立讯精密 2010年上市于深圳中小

板， 是一家专注于连接器的研发、

生产和销售的公司， 其核心产品为

电脑连接器， 同时公司正逐步进入

汽车连接器、 通讯连接器和高端消

费电子连接器领域， 拓展新的产品

市场。

中小创成业绩大增的主力军

从净利润增速来看， 业绩预喜的

公司中有7家公司预计净利润同比增

幅超10倍。 分别为远方信息、 天顺

股份、 同为股份、 朗新科技、 宁波富

邦、 联华科技和安利股份。 记者注意

到， 这些公司多为中小板及创业板上

市公司， 仅有一家宁波富邦为主板上

市公司。

远方信息预计三季度净利润同比

增长8090%-8060%， 为预增幅度最大

的公司。 数据显示， 远方信息预计今

年1-9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为9600万元-9635万元。 不过值得

注意的是， 远方信息净利润大增有

“炒股” 的因素， 公司也因此公告表

示， 净利润预测存在较大不确定性。

数据显示， 远方信息上半年实现扭亏

为盈， 1-6月份净利润为7357.20万

元， 同比增长359.14%。 其中非经常

性损益对公司净利润的贡献金额预计

约为4500万元。

和远方信息不同， 也有在经营上

取得重大突破而令公司业绩大增的。

比 如 预 计 增 长 幅 度 达 4362.78% -

6098.31%的同为股份， 就表示业绩增

长主要来自主营业务。

信息时报讯 （记者 罗晓彤）

创下

年内连续跌停天数新纪录的*ST信威，

昨日终于打开了跌停， 并上演了一出

“地天板”的戏码。

截至9日， 复牌后的*ST信威已走

出了连续42个交易日跌停的走势，不

仅创下年内连续跌停天数的新纪录，

还成为了A股历史上连续跌停天数第

二多的个股， 仅比第一名华泽钴镍少

了4天。

昨日开盘，ST信威继续以跌停开

盘，但这种情况仅持续了12分钟，随后

其股价突然被迅速拉高， 成功打开跌

停。 不仅如此，*ST信威还在开盘不到

半个小时里，由跌停走向涨停，并延续

至收盘，走出了“地天板”的行情。数据

显示，ST信威全天换手率达16.57%，全

日成交额为5.27亿元。

*ST信威之所以连续42日跌停，跟

其停牌期间业绩大跌有关。 在2017年

和2018年停牌期间， 其累计亏损了

46.67亿元。 今年上半年，*ST信威又亏

155.52亿元， 成为A股中的业绩亏损

王。不仅如此，受境内银行扣划部分保

证金及为海外项目客户履约担保的影

响，今年上半年*ST信威的货币资金又

减少了96.8亿元，致使公司经营出现困

难。

对于昨日*ST信威上演的“地天

板”走势，银泰证券投资顾问徐春晖在

接受信息时报记者采访时认为， 这种

走势可能跟机构自救有关。 徐春晖建

议持有该股的投资者充分利用好此次

机会，跟着机构一起出逃，并做好未来

索赔的准备。

数据显示，截至今年6月30日，*ST

信威仍有15.54万名的在册股东， 其中

有120只基金持有*ST信威股份， 全国

社保基金110组合也在其中。

沪指在

3000

点之上 ， 又开始显得

犹豫不决， 而这一轮走势相对强劲的

上证

50

指数 ， 已经连收两根阴线 。 尽

管指数震荡， 但个股的活跃度却已明

显高出之前好几个档次 ， 连板个股不

时冒出， 如天津普林

5

个涨停板、 大智

慧

4

个涨停板， 东方通连涨

9

天 ， 涨幅

接近

85%

； 山鼎设计连涨

8

天， 涨幅超

过

51%

……这样的市况特征 ， 又是一

次 “蓝筹白马股搭台， 中小盘股唱戏”

的精彩演绎。

“蓝筹白马股搭台，中小盘股唱戏”

在

A

股市场频频上演，两种不同风格的

指数，吸引的是不同类型的资金。 我们

常说的投资偏好，其实指的就是这种现

象。在成熟市场中，独立思考的人多了，

偏好特征能很好地得到区分，羊群效应

也就相对没那么强烈。 而这一点，也可

以印证之前市场对科创板的吸金效应

的预测是有些夸大其词的。至于曾有观

点认为科创板没有散户，因此将成为机

构间的博弈之说，也是一样存在极大的

误导。 在笔者看来，“散户”并非单纯的

资金规模概念，而应该是指一种投资理

念。 即使资金上千万，只要奉行的是跟

风市场、追涨杀跌、没有章法的方式，都

可以归入这一类。

一般来说，中小散户比较喜欢中小

盘股票，深究起来，还正是那种赚快钱

的心理在作怪，因此一旦连板的中小创

个股不时出现，就能将这类资金吸引进

来。这倒并不是大蓝筹板块更适合于大

资金运作的问题，而是散户对这种走势

慢吞吞的股票有没有信心和能否耐得

住寂寞的问题。

投机性质的资金增多，市场震荡加

剧也就在所难免。 毕竟，这类资金有点

像牛虻，牛们要过得好，就要想办法晃

动身体甩掉他们。按照之前我们所说的

时间窗口效应，越接近长假 ，资金避险

情结越浓，行情再大涨的可能性也就越

小，这是投资者在近期操作中需要留意

的风险点。 王方

近500家公司披露三季度业绩预告

11家公司预计净利超10亿

42个跌停后*ST信威终于止跌

个股活跃度逐步增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