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遗失声明

广州市康立明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遗失广

东省污染物排放许可证副本， 许可证编号：

441200201700012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WUJIANG�AO.YUAN�TEXTILE�CO.,�

LTD.��遗失全套 (三正)�正本提单，船名航

次:�OOCL�HAMBURG�0IS2ZW1PL，柜号:�

TEMU2648549� ,�提单号 ：AFZ0165390,�

声明作废。

分类广告

公 告

根据《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

规定，现对已办理变更登记的民间组织单位予以

公告。

广州市海珠区明师教育培训中心（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524401050611042412，住所：广州市

海珠区愉悦街 6-8号三层自编 301 房，法定代表

人：张健萍）；于 2019 年 8 月 19 日变更为：广州

市海珠区愉悦街 6-8号三层自编 301 房，变更前

为：广州市海珠区江燕路 192,212号二层 01房。

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有关登记侵犯其合

法权益的， 可以自本公告之日起 60日内向广州

市海珠区人民政府或广州市民政局提出行政复

议； 或是在本公告之日起 90日内向广州市海珠

区人民法院起诉。

广州市海珠区民政局

二 0一九年九月十六日

广州市花都拍卖行拍卖公告

受委托，我行定于 2019年 9月 30日上午 10时在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迎宾大道 26号卡尔文酒

店五楼会议室公开拍卖以下标的：

1、花都区狮岭镇田心路 2号第 12-15间复式商铺 1年期租赁权；

2、花都区新华街秀全路 62号之 7铺 4年期租赁权；

3、花都区新华街公益路 4号之二 07号商铺 3年期租赁权；

4、花都区新华街新华路 56号秀全公园大门口东侧、西侧商铺 5年期租赁权（2个标的）；

5、天籁、传祺、金杯、纳智捷、奥德赛、尼桑、丰田汉兰达、柯斯达等车辆一批（10 个标的，车牌号分别

为：粤 AVC086、粤 AJ7H93、粤 AG4912、粤 AU566V、粤 AT4744、粤 A0876E、粤 AQ7Q38、粤

AQ6Q77、粤 AC782A、粤 ACH817）；

6、花都区花东镇人民政府位于花都区花东镇珠湖村 9队的废旧机电设备一批；

7、花都区土地开发储备中心的变压器、高压开关柜、交流低压配电屏等 3项机械设备；

8、花都区花侨镇花都大道南宝山小区经济发展总公司综合楼 201房；

标的详情请搜索关注 "花都拍卖行 "微信公众号或登录中拍平台网站拍卖公告栏查看， 具体竞

拍条件及资料请详询我行，电话：020-86977012。 标的展示时间：2019 年 9 月 23-24 日（需电话预

约），地点：标的现场。 竞买报名时间：2019年 9月 23-27日（逾期不予确认竞买资格），请竞买人携带

有效证件原件及复印件两份、竞买保证金汇款凭证（保证金交款人必须与竞买人一致）到我行办理竞

买登记手续， 竞买保证金须于 9月 27 日 17 时前到账我行账户（户名： 广州市花都拍卖行， 账号：

3602-0056-0907-0159-009，开户行：工行广州花都城区支行）。公司地址：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三东

大道 97号别墅区商业楼 1号 305室。

广州市花都拍卖行

2019年 9月 16日

广州市花都拍卖行拍卖公告

受委托， 我行定于 2019年 10月 18日上午 10时在广州市花都区新华街迎宾大道 26号卡尔文

酒店五楼会议室公开拍卖以下标的：

1、花都区新华街茶园南路 3 号购书中心北面临街壹号商铺 4 年期租赁权，面积约：114m

2

，起拍价：

30780元 /月，竞买保证金：100000元；

2、花都区新华街茶园南路 3号购书中心首层专柜一 4 年期租赁权，面积约：25m

2

，起拍价：24750 元 /

月，竞买保证金：80000元；

标的具体竞拍条件及资料请详询我行， 电话：020-86977012。 标的展示时间：2019 年 10 月

14-15日（需电话预约），地点：标的现场。 竞买报名时间：2019年 10月 14-16日（逾期不予确认竞买

资格），请竞买人携带有效证件原件及复印件两份、竞买保证金汇款凭证（保证金交款人必须与竞买人

一致）到我行办理竞买登记手续，竞买保证金须于 10月 16日 17 时前到账我行账户（户名：广州市花

都拍卖行，账号：3602-0056-0907-0159-009，开户行：工行广州花都城区支行）。公司地址：广州市花

都区新华街三东大道 97号别墅区商业楼 1号 305室。

广州市花都拍卖行

2019年 9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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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创板“高估”疑虑暂未消除

A

股上周呈震荡整理走势 ，三

大股指集体以小阳线报收， 但涨幅

均在

1%

左右 。 沪指最高点在

3033

点，距离

7

月份的阶段高点

3048

点仅

一步之遥。形态上看，因为上周窄幅

震荡但成交量较大， 蓄势特征极为

明显， 所以选择向上突破将是大概

率事件。

股指一旦突破成功， 便有望走

出一轮新的行情， 而这种行情可望

延续到整个四季度。 之所以作出这

种判断， 在于市场政策面上利好频

出，而影响

A

股市场的利空因素，则

已大部分被消化。 另外从宏观数据

上看， 此前机构对于数据的预期在

结果出炉后， 往往被证实为太过悲

观， 这也可能成为市场向上的催化

因素。

由于国庆长假的因素，

9

月份的

后半段往往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这

个阶段成交的活跃度以及个股的赚

钱效应，往往会对四季度行情产生重

要影响。 从当前的走势形态看，因为

沪指向上突破

7

月份阶段高点的概率

较高，只要站稳其上，那么四季度出

现一轮较大幅度的上涨就值得期待。

实际上，沪指在三大指数中本阶段反

弹的幅度最低，如果沪指走势能企稳

向上，那么创业板指在国庆前创出年

内新高并非没有可能。

对于四季度的操作，应该更加关

注机构的动向， 因为四季度开始，实

际上年报行情已经开始进入炒作阶

段，而这种“炒作”，就是由机构依据

上市公司基本面情况作出的调仓换

股引发的。 随着中报披露落下帷幕，

三季报业绩预告渐次登场，到目前已

经披露三季度业绩预告的几百家上

市公司中，报喜的只有约一半，这对

于有心的投资者来说很具参考意义。

因为除了极个别如消费类公司的营

收集中在四季度外，绝大多数的行业

前三季度的数据已经能大体反映出

公司全年的经营状况，这就为投资者

提前布局提供了重要参考。

当然依据三季度业绩预告作出

的参考，还需要兼顾以下几点。 一是

前三季度的业绩是否主要来自于主

营业务；二是公司业绩若出现好转是

否存在季节性因素；三是与同类公司

相比，是否存在局部优势。 如果上市

公司前三季度业绩表现优异，且业绩

主要来自主营业务的增长，同时排除

季节性因素且较同行业公司业绩更

加突出，那么就意味着这样的公司值

得关注。 只要其市盈率处于合理区

间，就不妨将其纳入到自选股中。

除了上述因素之外， 公司所处

的行业前景也是必不可少的参考要

素。站在长线投资的角度上，高科技

行业和消费类行业应该作为投资重

点， 因为前者作为自主替代的代表

行业，未来的市场空间巨大，而后者

则将因为产品的转型升级， 业绩有

望继续保持增长。也就是说，前三季

度业绩优异的高科技类公司和消费

类公司更值得关注。 周伯恭

近周大盘冲高后蓄势，9 月 12 日在

保险、券商等股票带动下回稳，表现顽

强，不过 9 月 5 日成交放大后，大盘近

几个交易日成交略不足，9 月 12 日尽管

走强但缩量，后市有待成交配合。

9 月 9 日， 大盘受央行公布降准消

息影响一度拉升，但主板特别是白马股

高开回落，而沪指由于涨至今年 7 月初

高位呈现抛压，9 月 10 日、9 月 11 日调

整，白马股和科技股均调整，尤其是部

分涨幅较大的科技股以及白酒股大幅

下挫，说明市场在推进中分歧加大。 不

过，保险、券商、银行等股票走势近期相

对较稳。 从长期看，A 股在国际化、机构

化进程中，估值低、成长性好的核心资

产品种对长线资金具有较大的吸引力。

上周本栏指出，9 月 8 日为白露节

气，其为周日，可关注其前后市场效应，

结果 9 月 9 日大盘复市后冲高，后几日

整理，体现出白露节气时点一定的冲高

压力效应。

另外，今年以来沪指呈现一定 60 日

自然周期转折波动效应， 如 3 月 8 日缺

口大跌 4.4%，后整理两周；5 月 6 日缺口

大跌 5.5%，5 月 8 日、5 月 9 日反弹乏力

进一步回落；7 月 8 日复市后大跌 2.6%；

9 月 9 日复市后冲高，而后两日调整。 这

些又刚好在节气时点的前后， 如 3 月 6

日为惊蛰，5 月 6 日为立夏，7 月 7 日为

小暑，9 月 8 日为白露。

大盘今年 8 月 6 日形成低点回升以

来，8 月 8 日立秋、8 月 23 日处暑这两节

气当日冲出短期高点，次日调整，之后再

回升，呈现一定支撑点效应，而 9 月 8 日

白露节气次日冲高，9 月 12 日呈支撑

回稳效应， 这些节气时点或逐步体现

空头能量向多头能量转移的时窗启动

点的形成。

沪指 9 月 9 日上破今年 3 月 7 日

3129 点、3 月 21 日 3125 点、7 月 2 日

3048 点等高点连线

（目前位于

2980

点上下）

，后几日整理仍在其上，半年

线与该高点连线如有效上破， 或逐步

向上挑战今年 4 月的双头高位。

沪指 3000 点以上反复存在压力，

上行仍较为反复， 今年 3 月和 4 月在

3000 点以上分别形成箱体整理，并且

持续放出较大的成交量， 构成上档较

大的解套压力， 近期大盘推进成交仍

未有效放大， 年内如果得不到成交量

持续放大的配合， 估计难一下子上破

今年 4 月高位，即使上破也不会走远。

近两个月来不少长期超跌的题材

股底部走稳后持续拉起， 优质的超跌

股其补涨机会或仍是未来的把握点之

一。

特约撰稿人 黄智华

下周再有

4

家科创板股票上网接受

申购， 它们分别是周一的天奈科技、周

三的热景生物和山石网科、周四的传音

控股。 科创板将很快迎来第

30

只个股的

上市 ，而根据监管安排 ，科创板开始满

30

只股票后的第

11

个交易日，上证科创

板

50

成分指数将正式发布，此举将为市

场研判科创板市场的风向提供较为明

晰的依据。

上周已上市的

29

家科创板公司大

多表现不佳 ， 在上证指数继续上涨

1.05%

（上一周涨幅

3.93%

，创业板指走势

亦类似），顽强收出第

5

根周阳线的情况

下，科创板公司大多周线收阴。 近期科

创板之所以波澜不兴，除了该板块股价

大多比主板同类个股股价高估太多外，

还有其更“市场化”的定价方式，叠加上

A

股固有的新股必定大幅高开的 “定

律”，使得个股定价有一步到位之嫌。 虽

然未来科创板公司可能机会多多，但公

司业绩或者经营方面没能给市场较为

确定的信心之前，投资者“高估”的疑虑

暂时难以消除，参与意愿也不免有点意

兴阑珊。

纯从二级市场交易角度，近期相对

走弱的科创板公司要再度走强，抛开较

为长期的个股基本面因素外，还须消息

面方面出现新的刺激。 上周在证监会召

开的全面深化资本市场改革工作座谈

会上，科创板的制度创新已经得到了充

分的肯定，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改

革突出贡献的集体和个人在会上获得

了通报表扬。 但这毕竟对市场交易的实

质性不大 ，科创板

50

指数的到来 ，意味

着科创板公司整体价格表现将可以更

加简便直观地观察到，一些科创板目标

基金也将可以此为标的，制定有针对性

的投资策略。

A

股市场的注册制试验， 尽管从科

创板这个新的 、小的市场开始 ，但如之

前我们所说的那样，最终将反过来影响

主板市场的改革进程。 如今看来，这种

反影响的速度之快， 出乎大多数人的意

料之外。 与科创板最为类似的创业板的

管理者深交所， 已多次表达过创业板也

要由核准制改为注册制的“愿景”，只是

目前注册制的各种配套措施， 如信披为

中心的监管尚在摸索之中、“严刑峻法”

仍在口头阶段而具体法规尚未落地、退

市举措不再谨慎有余但繁琐并未改变

……不管怎么说 ，

A

股向成熟市场迈进

的趋势已经极为清晰， 注册制之下的各

种创新是一种清晰的信号， 近期取消的

QFII

、

RQFII

额度限制亦是一种清晰的

信号。

当然， 从以往各个市场主要指数推

出的历史看， 其对市场的影响并不会太

明显。新指数的走势，最终必然要服膺于

整个市场的走势。 不过，长远而言，科创

板诞生伟大公司的可能性将要大于主板

公司，毕竟，这里的大多公司代表未来经

济升级换代的方向， 只要有好的制度护

航，避免“劣币驱逐良币”的事像过去的

主板那样不断发生， 就可以给眼光独到

的投资者带来丰厚的回报。 王方

关注三季报预喜个股

本版分析仅供参考 投资风险自己承担

大盘顽强后市有待成交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