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沪深两市半年报业绩披露接近尾声，
上市公司三季度业绩预告正紧锣密鼓。截
至 8 月 19 日，沪深两市共有 334 家上市公
司发布三季度业绩预告，其中业绩预增公
司 62 家，业绩略增公司 100 家，续盈和扭
亏的上市公司分别为 43 家和 16 家。也就
是说有 221 家上市公司三季度业绩将呈正
向上升趋势，占到全部发布业绩预报公司
的 66.17%。

业绩下滑上市公司中，业绩预减 24家，
续亏公司各有 28家，业绩略减的 50家，有 6
家公司为首次亏损，业绩下行公司占比仅为
32.34%，另有5家业绩预告为不确定。

在三季度业绩预喜行业分布上，按申
万一级行业分类，预喜比例占行业内成份
股个数比超过 10%的行业依次是：家用电
器行业 19.61%、轻工制造行业 17.65%、电
子 14.73% 、建 筑 建 材 12.10% 、机 械 设 备
11.89%、纺织服装 11.69%。

家用电器行业目前上市的 51 家公司
中，有 11 家上市公司披露了三季报业绩预
告，除了圣莱达一家预减外，其余 10 家业
绩均报预喜，包括华帝股份、顺威股份、三
花股份等。

家电行业三季度预喜公司比例居第一
位，似在意料之中。数据显示，一季度家电
行业整体主营同比增长了 19.30%，增速环
比也进一步提升。同时受益于原材料成本
压力缓解及产品结构提升，行业整体盈利
能力同比也有一定改善。在基本面向好的

背景下，家电板块从年初到 8 月 19 日，板块
涨幅为 15.86%，明显跑赢大盘和多个周期
性传统行业。

在市场人士看来，家电板块依旧具有
估值低、业绩确定和高分红等特征。“目前
空调行业长期增速最为确定，短期来看热
夏或成为推动股价上涨的潜在动力。装修
属性较强的厨电行业随着房地产市场的活
跃，有望呈现高速增长，城镇化推进及农村
需求释放使其长期增速得到保证。三季度
面板价格随着备货旺季到来，有望企稳回
升，且明年面板行业景气度仍有望延续。”

长江证券分析师陈志坚说。
上市公司预喜比例居第二位的轻工制

造行业，共有 16 家上市公司公布三季度业
绩预报，15 家报喜，仅一家预报业绩略减，
在目前申万 23 个分类行业的三季度业绩
预报中绝对算得上“优等生”。在预喜公司
中，除了哈尔斯、合兴包装、升达林业、海鸥
卫浴这些预增或续盈的上市公司外，还有
三家公司实现了扭亏，即威华股份、冠福家
用和 ST 成霖。

轻工制造板块目前较好的业绩展望，
与整体经济的逐渐回暖有很大关系。以轻

工制造板块中的包装行业为例，进入 2013
年，随着食品饮料、3C 产品以及部分家电
品种需求的回升，带动了相关包装企业逐
步复苏。下半年，随着经济环境的进一步
向好和相关行业的需求上升，轻工制造板
块上市公司还会得到更多的发展推力。

三季报预喜比例居第三位的是电子行
业，目前 A 股电子类上市公司共有 129 家，
三季报预喜的上市公司 19 家，占行业内成
份股个数比为 14.73%。其中中环股份成
为电子类公司三季度业绩预喜之冠，预计
净利润将增加约 4000 万元到 5000 万元，
增长幅度高达 1692%到 2140%。其他如歌
尔声学、顺络电子等上市公司的预报业绩
也有较大涨幅。近日出台的《国务院促进
信息消费扩大内需的若干意见》将进一步
深化信息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电子
产业作为信息消费中的核心供应链环节无
疑会持续受益。

三季报预喜比例靠前的还有建筑建材
行业，目前有 22 家披露三季度业绩，其中
16 家业绩预喜，包括濮耐股份、棕榈园林、
鸿路钢构等一批业绩涨幅较大的公司。

今年以来，房地产市场活跃，特别是城
镇化建设的推进，为建筑建材行业发展带来
新空间。申银万国研究员张圣贤表示，下一
步，随着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推进，包括市
政地下管网建设和改造，完善城镇供水设
施，提升城市防涝能力等，建筑建材板块还
会有更多的表现机会。

沪深两市已有334家公司发布业绩预告

三季报家电轻工电子行业预喜多

□ 本报记者 江 帆□ 本报记者 江 帆

深交所推出“互动易”平台深交所推出“互动易”平台
本报北京8月19日讯 记者姚进报道：深圳证券交

易所、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日前与多家会员单位、信息资讯
商正式签订“互动易及投教产品合作协议”。据悉，此次
签订合作协议的单位有：华泰证券、银河证券、国泰君安、
国信证券、海通证券、招商证券、山西证券、湘财证券 8 家
会员单位，以及同花顺、东方财富网、无线天利 3 家金融
信息资讯商。

深交所相关负责人表示，深交所推出“互动易”平台，
借鉴“微博”相关功能，将投资者与上市公司带入“互动沟
通”的新时代。该平台用户不仅有个人投资者，也有券商
研究员、机构投资者，已逐步成为投资者获取上市公司权
威信息的新渠道。此外，深交所还将全面推进信息披露
直通车试点，提高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与及时性。

本报北京 8 月 19 日讯 记者谢慧报
道：今日国内期市普遍冲高回落，白银期货
盘中一度上涨超过 5%，收盘时涨 3%，黄金
期货涨 1.93%，焦煤和焦炭盘中上涨近 2%
后回落，玻璃大涨近 2%。

8月份以来，玻璃价格持续走强，从7月
底的1350元/吨上涨至1444元/吨，玻璃行
情的上行通道已明显打开。东证期货分析
师吕腾飞认为，近期玻璃价格上涨的主要
因素是全国各地纷纷召开区域性玻璃市场

价格协调会，全国玻璃现货价格整体上移，
平均提高20元/吨至40元/吨左右，此外，房
地产市场也进一步刺激玻璃需求增加。

不过，玻璃现货产能投放超过预期，待
下游需求旺季过后，玻璃期货价格或将承
受较大压力。数据显示，今年 7 月份之前
的玻璃总产量为 45013 万重量箱，同比增
加 10.4%。长期来看，旺季过后玻璃行情
回调可能较大，买近抛远的套利机会或同
时到来。

玻璃期货价格打开上行通道

本报北京8月19日讯 记者江帆报道：作为目前国
内唯一一只保本周期为一年的保本基金，华润元大保本
基金今日发行。华润元大保本基金相对封闭时间较短，在
保障投资人本金安全和力求投资人资产增值的同时，大幅
缩短保本周期，将提高投资人资产的流动性，其更适合风
险承受能力较低，又期待获取股市上涨收益的投资者。

华润元大保本基金经理认为，目前国内理财市场日渐
成熟，以稳健、低波动性为特点的低风险类基金产品，成为
许多投资者完善资产配置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首只一年期保本基金发行

本报北京 8 月 19 日讯 记者钱箐旎从华商基金获
悉：华商红利优选混合基金今日发行。据介绍，华商红利
优选是一只灵活混合型基金，其投资股票的资产占基金
资产的 30%至 80%；投资债券、货币市场工具等资产则
占基金资产的 20%至 70%。

业内人士表示，这一仓位设计可以让基金在当前震
荡市场中实现“进可攻，退可守”的特点。与此同时，
该产品以获取我国股票市场红利回报及长期资产增值为
投资目标，有望在严格控制风险的前提下，为投资者获
取超越业绩比较基准的回报。

华商红利优选混合基金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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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商识别码厂商名称

冠德科技(北海)有限公司
重庆唐人尚品电器有限公司
陇县金脑袋核桃专业合作社
青岛青轩啤酒开发有限公司
阿镇蒙古人家传统肉食品加工厂
鄂尔多斯市方天农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通辽市德瑞玉米工业有限公司
义乌市馨彤饰品厂
浙江迈勒斯照明有限公司
浙江炊大王生活电器有限公司
帕罗羊绒制品有限公司
浙江威尔达化工有限公司
杭州宇龙化工有限公司
浙江利蜂服饰股份有限公司
浙江昌祥茶叶有限公司
平阳县欧迈克工艺品有限公司
浙江酷耐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义乌市聚成服饰有限公司
义乌市欧秀针织厂
浙江点金饰品有限公司
浙江三门维艾尔工业有限公司
浙江蓝美农业有限公司
杭州法亚工艺礼品有限公司
台州市翰林阁茶业有限公司
温岭市大溪海军日用塑料制品厂
元宝山区香米源食品加工厂
内蒙古日宏科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内蒙古盛宇农副产品加工有限公司
呼市新城区万嘉福食品厂
鄂尔多斯市金穗种植有限责任公司
乌兰浩特市程意食品加工厂
铁岭市云欣虫草生物有限公司
宁波海曙邦臣贸易有限公司
宁波诺凌电器有限公司
奉化市萧王庙街道五星蛋鸡场
宁波曜辉塑胶有限公司
宁波嵩江食品有限公司
湖北千旺食品有限公司
荆州市曼琳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扬州市安哥华电器有限公司
武汉世纪欧蕾服装有限公司
武汉御康生物医药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武汉市天怡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武汉市鸿广华顺商贸有限公司
武汉海迅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武汉百斯莱商贸有限公司
武汉老玩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湖北良品铺子食品有限公司
常州安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宁波大榭开发区金楷工贸有限公司
慈溪市白沙路晨枫针织内衣厂
宁波飞乐体育用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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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市东特锅业有限公司
宁波金贝日用品有限公司
宁波伊德莱克电器有限公司
招远市东风电毯有限公司
蓬莱市双玉工贸有限公司
湖北勤明发荣科技有限公司
宜昌市金穗畜禽养殖专业合作社
当阳市两河天骄味品厂
鄂州市隆信商贸有限公司
竹溪县好农友养殖专业合作社
山东曹达化工有限公司
山东洪丰面粉有限公司
广饶县元灏制粉有限公司
莱芜市凤城肉制品总厂
武汉江海鑫业经贸发展有限公司
山东渤海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山东诺宜服饰有限公司
济南雄风经贸有限公司
巨野巨高面业有限公司
济南天磁经贸有限公司
胜夯贸易(上海)有限公司
温县覃怀怀药厂
鹤壁木果田园农产品有限公司
郑州机场永记食品厂
宣城市宣康粮油食品有限公司
阜阳市春华食品加工厂
安徽亿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界首市福宽食品厂
合肥明兴日用工艺品厂
合肥宣之味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湖南吉美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青岛可蓝矿泉水有限公司
东阳市南马福乐食品厂
云和县绿科农产品专业合作社
杭州天港服饰有限公司
永康市五昌日用品厂
台州市镶嵌卫生用品有限公司
菲什卡(上海)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礼强精密模具塑料有限公司
乐质信(上海)商贸有限公司
上海创禹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鸿胜化妆品有限公司
上海趣佳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上海康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绿步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衣谷贸易有限公司
上海依酷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众响贸易发展有限公司
上海展盛食品有限公司
上海荣四齐贸易有限公司
上海葆谊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上海今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大河柑桔专业合作社
上海浪姿贸易有限公司
全因爱(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清华科教设备有限公司
南昌乐天实业有限公司
南昌萌健食品有限公司
九江万福调味品厂
修水县美恒藤艺制品有限公司
江西百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南昌麦喜臣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吉安振勤科教发展有限责任公司渴望纯净水厂
江西赣岭茶油开发有限公司
上海可瑞安食品贸易有限公司
广西谢鲁天堂矿泉水有限公司
广西巴马瑶佬爹食品有限公司
广州宝盛计算机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姿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市哥弟化妆品有限公司
定边县鑫宏源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
六盘水市红果经济开发区铜巩山山泉水厂
贵州省仁怀市盛世酒业有限公司
成都妙妙商贸有限公司
郫县吕记粮油经营部
成都泸公王酒业有限公司
宁夏吴忠市永波粮油有限公司
银川聚香园食品有限公司
银川健春医疗器械厂
银川甘露饮品有限公司
宁夏中卫市美多乐枸杞销售有限公司
青铜峡市峡口兴鑫植物油加工厂
桂林福康森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来宾市兴宾区圆鑫纸业服务部
广西长寿密码健康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重庆市长寿区众益鑫食品厂
宝塔区孔家沟周磊面包食品厂
广汉市龙翔食品厂
四川鑫利达皮具伞业有限责任公司
什邡绿丰米业有限公司
蓬溪县草香鹅养殖专业合作社
乐山市市中区为天精米加工厂
乐山市市中区利坤食品厂
西昌市一点香餐饮配料加工厂
北京星河科创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伯奴捷斯商贸有限公司
北京恒凯祥园商贸有限公司
北京大成轩辕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碧绿佳园无土栽培有限公司
北京方正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百夫长(北京)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恒基伟业网络技术有限公司
北京德升源工贸有限公司
北京科力建元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赤兔金源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凯尔悦经贸有限公司
山西亿源升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山西潞安太阳能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长治市中益弘业粮油有限公司
哈尔滨世济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哈尔滨秋林格瓦斯饮料有限责任公司
乌鲁木齐锦秋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塔城市雪原食品加工厂
皮山县东方星面粉加工厂
乌鲁木齐黄金田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阿瓦提县多浪红枣果品有限责任公司
乌鲁木齐市清沁园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绥化农垦广谊制酒厂
齐齐哈尔晓东商贸有限公司
桦南县鹏博米业加工厂
双鸭山市尖山区翠娥佳麦香面包房
佳木斯大地酒业有限公司
华润雪花啤酒(齐齐哈尔)有限公司
龙沙区圣德冰棍厂
绥化市新丰米业有限公司
绥化市忠信食品添加剂加工有限公司
凉城县鸿盛酿造有限公司
内蒙古包头市固阳县金鼎酒业有限责任公司
灯塔市红鹦鹉皮草精品店
天津市泰祥食品厂
天津开尔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宁晋县靓佳娃制衣厂
昌黎味中味食品有限公司
永济市北城妮妮日用品店
高平市东方众和食业有限公司
方山县神龙食品有限公司
旅顺兴盛酒厂
大连国泽食品有限公司
大连东海酒业有限公司
广州爱黎诗服饰有限公司
苏州恒展进出口有限公司
杭州俊叶伞业有限公司
义乌市珊将服装厂
杭州同菲服饰有限公司
金华市金东区得天惠食品厂
慈溪市和润食品加工厂
宁波市乾皓化工有限公司
湖北厚生祥茶业有限公司
罗田县河铺镇新鑫纸巾厂
广水市发润商贸有限公司
阜新蒙古族自治县阜兴葡萄酒庄
衡水毛毛雨饮品有限公司
上海奇杰食品有限公司第一分公司
上海得林贸易有限公司
上海百衣度服饰有限公司
南通中洋河豚大酒店有限公司

海林市花岗冷泉饮品有限公司
山西杏誉天下酒厂
佛山市四季慕哥服装有限公司
潮安华发宏基厨具实业有限公司
潮安县彩塘镇威特斯五金制品厂
汕头市潮南区成田恒昌针织厂
汕头市澄海区嘉盈工艺实业有限公司
广东信宁工艺玩具厂
汕头市澄海区潮邦食品厂
东莞市实达食品贸易有限公司
东莞市石碣顺盈手袋加工店
东莞新光百葳饰品有限公司
东莞市盛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惠州市凯越电子有限公司
高要市白诸镇光记花生油加工厂
洋县新飞利茶厂
普宁市恒轩盛织造有限公司池尾分公司
广州精彩工艺品有限公司
仁怀市茅台镇帮红酒厂
永登香孩儿食品加工厂
广西蒙山县南三乡酱腌食品厂
石家庄超纤进出口有限公司
内蒙古永业农丰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鄂托克前旗草原富超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无极县诚诚纸制品加工厂
长春市长生源食用油加工厂
辽源市浪迪袜业有限公司
沈阳市绿康园食品有限公司
博世力士乐(北京)液压有限公司
北京康鑫旺商贸有限公司
北京天天麦尚食品有限公司
北京奥捷凯工贸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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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物品编码中心开通全国统一咨询服务电话
- 4007 000 690

为了更加及时、高效解答有关物品编
码和自动识别技术方面的问题，更好地
为全国商品条码系统成员及企业服务，
中国物品编码中心已开通全国统一咨询
服务电话 4007000690。

无论您在何地，无论您用固话、手机、
小灵通，只需拨打 4007000690 号码，您
提出的问题就可以得到圆满解答。您提
出的是疑问，收获的是答案，感受的是真
诚！

4007 000 690真诚为您服务！

中国物品编码中心
电话：84295477
传真：84295483

厂商名称

本报北京 8 月 19 日讯 记者江帆报
道：上周两市融资融券余额 2414.16 亿元，
比前一周的 2373.32 亿元上升 1.72%。融
资买入额 814.84 亿元，融资偿还额 769.35
亿元，分别上升了 20.55%和 21.99%。两
市融券余额为 41.91 亿元，下降 7.38%。融
资 余 额 、融 券 余 额 分 别 占 98.26% 和
1.74%，融资交易占主导地位。

ETF 方面，上周两市 ETF 的融资融
券余额为 72.32 亿元，微升 1.60%；融资余

额为 70.40 亿元，增幅 4.11%；融资买入额
为 7.85 亿元，偿还额为 3.66 亿元；融券方
面，融券余额是 1.93 亿元，下降了 45.79%，
做空力量明显减弱。

从融资融券的行业表现看，上周融资
买入额排行榜上，制造业位居第一，随后依
次是金融、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
务、采矿业、房地产、批发和零售业。从融
券卖出量看，依次是制造业、金融业、采矿
业、房地产业。

ETF 融券余额下降 45.7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