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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的利润仍将增长，但增速会有所
放缓。”中国农业银行行长张云近日表示，
银行业利润增速放缓将成为常态。

截至 8 月 31 日，Ａ股上市公司半年报
全面收官。据 Wind 资讯数据统计，约 58%
的上市公司今年上半年业绩实现增长，平
均净利润同比增速达到 11.64%。其中，
1432 家公司业绩“报喜”，其余公司的业绩
与去年相比则出现了下滑。

细数上市公司的业绩排行榜，赚钱最
多的仍然是上市银行。据统计，16 家上市
银行今年上半年净利润总和约为 6192 亿
元，这一数字已经超过了全部上市公司净
利润总和的一半。其中，工商银行、农业银
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四大行”业绩仍然
遥遥领先，工商银行上半年以 1383.47亿元
的净利润拔得头筹，建设银行紧随其后，净
利润为 1197.11亿元。

随着利率市场化步伐的加快，加上今

年上半年经济呈现弱增长的势头，银行业
利润空间有所收窄。

从 16 家上市银行的总体表现来看，
15%左右的业绩增幅虽然已经超过 A 股上
市公司的整体水平，但与银行自身相比，已
经出现了大幅下滑。银监会近日发布的数
据也显示，上半年，我国商业银行净利润为
7531 亿元，同比增长 13.83%，在去年同期，
增幅还是 23.3%。

随着利率市场化的逐步推进，以往靠
吃息差过日子的银行的利润将越来越“单
薄”。在张云看来，经济增速的放缓是银行
利润增幅下滑的重要原因。他表示，目前，
各银行都在加速转型，寻找新的利润增长
模式，但这并不能一蹴而就。

就今年全年的情况来看，分析师普遍
认为，在宏观经济不出现大幅下行的情况
下，上市银行全年净利润保持 10%以上增
幅的可能性仍然较大。虽然银行上半年业

绩与去年同期相比有所下滑，但在分析师
看来，这一业绩已经比预想中要好，与上市
银行一季度 12.1%的增幅相比已经有所增
加。中信证券银行业分析师王一峰认为，
今年全年我国银行业利润增幅仍将保持在
两位数以上，他预计，总体增幅将保持在
10%至 12%左右。

除了来自利润缩窄的担忧，银行资产
质量的压力也正在上升。

16 家上市银行不良贷款率整体略有上
升。其中，除了农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出现
回落，建设银行、北京银行不良贷款率与上
期持平之外，其余上市银行不良贷款率均
呈现上升趋势。

半年报数据显示，16 家上市银行今年
上半年不良贷款增加了 388.54 亿元，不良
贷款率为 0.96%，比去年末增加了 0.01 个
百分点。其中，交通银行不良贷款率上升
较快，与今年年初相比上升了 0.07 个百分

点；兴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增长速度更快，
截 至 今 年 6 月 末 ，其 不 良 贷 款 余 额 达 到
76.25 亿元，不良贷款率为 0.57%，比年初
上升了 0.16个百分点。

“我国银行业不良贷款的变化仍然相
对平稳，并不会威胁到行业的稳定性。”中
国社会科学院金融所银行研究室主任曾
刚认为，具体来看，不良贷款率在 2011 年
四季度第一次反弹后有所下降，直到 2012
年三季度起呈现回升势头，不良贷款余额
则从 2011 年四季度开始一直维持上升趋
势。从银行业整体表现看，今年二季度，
不良贷款增速已经有所放缓，但对于此前
一段时间内的快速增长仍然需要保持高
度警惕。

曾刚表示：“由于经济结构调整还将
持续比较长的时间，银行业的信用风险
继续上升的可能性较大，但增速或将有
所放缓。”

□ 本报记者 陈果静

利润增长空间收窄 资产质量压力加大

“高富帅”难掩上市银行隐忧 本报北京 9 月 2 日讯 记者何川报道：今日沪深两
市高开低走，上证综指整体呈探底回升态势，收盘时报
平，两市量能较前一交易日略有萎缩。盘面上看，按申万
一级行业分类，农林牧渔、信息设备和电子等板块涨幅居
前，而食品饮料、房地产等板块领跌。前期表现强劲的自
贸区概念也逐步退潮。

从申万 85 个二级行业板块来看，种植业、林业、畜禽
养殖、饲料等农林牧渔子板块涨幅位居前四，涨幅均超过
4%。其中，种植业更是大涨 8.37%，表现抢眼。大摩投
资分析师袁筠杰表示，由于市场普遍预期在 11 月份将要
召开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土地改革或将作为重要的改
革措施推出，这直接刺激了农林牧渔板块的大涨。

8.37%

种植业子板块表现强劲

本报北京 9 月 2 日讯 记者何川报道：据证监会最
新公布的数据显示，上周拟在深交所上市的东莞市华立
实业股份有限公司终止审核，终止审核日期为 8 月 23
日。至此，IPO 终止审核企业增加至 272 家。公开资料
显示，被终止审核的东莞市华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是一
家专业从事研发、生产制造、销售新型材料的民营科技企
业。证监会日前公布的 IPO 企业基本信息申报表显示，
目前排队企业为 746 家，其中，拟在上交所上市的为 310
家，拟在深交所上市的 436 家，这包括 263 家拟在创业板
上市的企业。

272 家

IPO 终止审核企业又增
272 家

IPO 终止审核企业又增

本报北京 9 月 2 日讯 记者姚进报道：股指期货市
场今日早盘主力合约探底回升，期指全日走势较为低迷，
但临近尾盘期指突然拔高，主力合约在现货收盘后顽强
上涨 0.6%，给人很大的想象空间。截至收盘，IF1309 合
约报 2329.2 点，涨幅 1.17%；沪深 300 现指报 2320.34
点，涨幅 0.28%。

市场人士认为，“收盘后期指尾盘大幅拉起，对明天
市场走势有一定的看好动向。可以判读为因为今晚美国
股市休市而其期指表现不错，对欧洲今晚走势和商品市
场期货走势有一定看好因素造成的。但无论如何，都会
对明天市场的走势有一定的带动作用。”

1.17%

期指主力合约尾盘拔高

目前，中国证券业正处在改革转轨的时

代，创新业务无疑成了券商快速发展的助推

器和开拓市场的利器，从固定收益类资产管

理业务、约定购回业务，到融资融券、信贷资

产转表通道业务等，不少业务已经成为券商

利润的新增长点。仅以资产管理为例，截至

今年6月底，券商资管规模已超过基金公司，

达到 3.5 万多亿元，而这一数字在去年第三

季度末还只是 9295.96 亿元。也就是说，从

9295.96亿元飙升到 3.5万亿元，只用了 9个

月时间，可见创新的能量。

创新步伐不断加快，本来是好事，但任

何事情都有两面性，走得太快，免不了“萝

卜快了不洗泥”，如影随形的风险就可能不

期而至。

目前的情况是，大部分券商的风险管

理架构不健全，很多公司即使有风险管理

部门和风险制度，但相对于创造利润的业

务部门，风控这种带有“阻碍”意味的部门，

很难在热火朝天的券商创新业务中占到上

风，存在被边缘化，抑或成为摆设的可能；

另一方面，风险管理团队自身力量较薄弱，

理念陈旧且系统落后，更着重事后监控。

值得注意的是，在实际业务开拓中，一些证

券公司的风险控制与业务开拓相对独立，

没有建立起有机的风险评估和管理手段，

风险信息系统无法集中反映公司持仓情况

并有效计量风险。更有一些券商在创新业

务中为追求规模，吸引客户，推出的产品本

身就有较大的风险，有悖于监管部门稳步

推进券商创新业务的宗旨。

创新业务对于券商来说是一项系统工

程，必须要有周密且持久不断的风控系统规

划。首先是要提高风险管理在整个券商创

新业务中的地位，从结构和技术手段上建立

起能够快速识别、评估、控制和转化风险的

内控体系，并将之融入创新业务发展的全过

程，即向全面风险管理体系看齐；其次证券

公司管理层要有对风险管理有足够的认识

和重视程度，并将之贯穿到经营管理的每一

个环节，同时建立起全员风险意识观。

创新有风险，但不可因噎废食，更不可

盲目冒进。风控是前提，创新是动力，创新

需要与风控合规动态均衡，相辅相成，只有

这样，券商创新业务才可能最终成为全行

业的发展动力。

券商创新要管住风险
江 帆

券商创新要管住风险
江 帆本报北京 9 月 2 日讯 记者何川报

道：据清科集团旗下私募通统计，8 月份我
国创业投资暨私募股权投资市场共发生投
资案例 48 起，披露金额案例数 45 起，总投
资金额约 24.68 亿美元。8 月份 VC/PE

（风投/股权）投资共涉及 15 个一级行业，
从案例数来看，互联网行业位居首位，共发
生投资案例 12 起，占总案例数的 25.0%；
IT 行业和电信及增值业务行业并列第二
位，各发生交易 8 起，分别占总案例数的
16.7%。

投资金额方面，物流行业以 13.17 亿
美元稳居第一位，占总投资金额 53.3%；化
工原料及加工占据第二位，总金额约 4.18
亿美元，占比 16.9%；互联网以约 2.14 亿美
元位居第三位。

从投资规模上看，8月份较前一月投资规
模案例数分布更为均匀，但低于1000万美元
的小额投资仍占披露金额案例数的51%。

8 月投资市场持续升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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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商识别码厂商名称

天津高木室内用品有限公司
蠡县永辉毛巾厂
石家庄市宏泽卫生用品厂
霸州市岔河集乡贺通纸杯厂
秦皇岛市抚宁县仁信米业综合加工厂
唐县马儿山禽蛋销售部
北京中诚汉邦电热毯厂行唐分厂
无极县金纺澡巾厂
广州市清文化妆品有限公司
广州力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市圣宝莱皮具有限公司
广州市联鑫皮具有限公司
广州涵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市佰莉文鞋业有限公司
广州创尔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海珠区中粤龙百货经营部
广州百铄服饰有限公司
广州市斯勒皮具有限公司
广州慧有进出口贸易有限公司
广州市微欧姬鞋业有限公司
广州市天河区东棠杰鸿制衣厂
鹤山市占里欣得食品有限公司
惠州华盛家庭用品有限公司
阳西县东水山生态茶业专业合作社
肇庆智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容桂瑞雪食品有限公司
佛山市顺德区华美联创贸易有限公司
佛山市昕光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揭阳试验区奥美力电器厂
揭阳市榕城区壮盛日用塑料制品厂
佛山市南海良润医疗运动器材有限公司
佛山市南海里水绫织制衣厂
佛山市融贯进出口有限公司
汕头市澄海区凤翔德兴玩具厂
汕头市澄海区莲下蓬达玩具厂
汕头市葳骏糖果玩具有限公司
江门市碧然饮料有限公司
鹤山市云宿山泉水有限公司
潮安县雄峰食品印务有限公司
佛山市禅城区亿昌彩色工艺印刷厂
江门冠盈电器有限公司
广州大元国际商贸有限公司
陆河县重信生物开发有限公司
海南罗牛山生态农产品有限公司
昆明沙卡青茶业有限公司
沾益县白水镇淡定饮品厂
云南芳汇山珍商贸有限公司
昆明市官渡区金宇轩百货经营部
潮州市开发区沁园模具塑胶厂
潮安县浮洋镇满江红陶瓷厂
深圳市紫瑞服装有限公司
艺龙达贸易(深圳)有限公司

69533080
69533081
69533082
69533083
69533084
69533085
69533086
69533087
69533088
69533089
69533090
69533091
69533092
69533093
69533094
69533095
69533096
69533097
69533098
69533099
69533100
69533101
69533102
69533103
69533104
69533105
69533106
69533107
69533108
69533109
69533110
69533111
69533112
69533113
69533114
69533115
69533116
69533117
69533118
69533119
69533120
69533121
69533122
69533123
69533124
69533125
69533126
69533127
69533128
69533129
69533130
69533131

深圳市如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中拓贸易有限公司
四川省幸福家酒业有限公司
重庆市涪陵区梓里茶厂
重庆市圳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世纪优阳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图文天地企业形象策划有限公司
北京金利达昌商贸有限公司
北京铂晟尚品商贸有限公司
北京梦之城文化有限公司
北京众成喜来乐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北京普建天业经贸有限公司
宁波百基进出口有限公司
余姚市河姆渡元国农产品开发有限公司
奉化市月光照明电器厂
慈溪市白沙路欧溢服装厂
宁波市鄞州同德卫生敷料有限公司
慈溪市观海卫欣弘制笔厂
邯郸市占峰面业有限公司
正定县佰京茶庄
深圳市恒信众诚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深圳市中顺其宏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中瑞瓦氏炉具(深圳)有限公司
贵州省雷山县云井山泉水有限责任公司
石家庄市桥东区东瑞家兴家居用品经营部
山西省邮政公司
南通诺达纺织品有限公司
苏州奥佩克汽车电子有限公司
太仓市欣盛体育器械有限公司
常熟市服装城克莱茵盾服装商行
苏州市谷尔食品有限公司
世派电子(苏州)有限公司
常州明昌钢具机械有限公司
江苏金莎食品有限公司
兴化市顶利欣食品有限公司
兴化市千岛菜花油脂有限公司
徐州誉霖商贸有限公司
永胜包装材料(南通)有限公司
连云港安雅化妆品制造有限公司
徐州农丰生物化工有限公司
常州冠顺商贸有限公司
江苏达威奇工贸实业有限公司
无锡市圣宝迪服饰有限公司
江苏欧王堡酒业有限公司
江苏嘉润照明有限公司
沭阳县东湖油品有限公司
无锡儒林国学启蒙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江苏嘉诚新材料有限公司
龙口市龙升源食品有限公司
烟台群辉商贸有限公司
龙口市食杂果品有限公司
晋江市小牛顿食品工业有限公司

泉州鑫迪服饰有限公司
泉州市京华世家食品有限公司
纳澜特(泉州)鞋服商贸有限公司
泉州市大家茗茶有限公司
福建省安溪安晋茶业有限公司
南靖县睿拓客家文化投资有限公司
龙岩市连城县福照食品有限公司
连城旺福缘食品有限公司
福安市富新茶厂
福建三本农业高科技有限公司
闽侯县兴美华调味品厂
武汉茶花女卫生用品有限公司
湖北创食人食品有限公司
湖北中储粮油脂有限公司
武汉博欧机械商务有限公司
广州市南沙区远超食品厂
广州创奕食品有限公司
广州赛因化妆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彬彬贸易发展有限公司
广州两个小朋友服装有限公司
广州怡睐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安婕妤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市卓峰塑料制品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市海珠区威驰鞋业经营部
广州屹帆商贸有限公司
嘉兴市恒大针织服装有限公司
嘉兴市佰家仟味食品有限公司
浙江景鹏锆业科技有限公司
苍南县龙港镇梦之静内衣厂
浙江博仕达作物科技有限公司
东阳市江北丰凡针织内衣厂
东阳市江北多多袜厂
杭州台海岸贸易有限公司
杭州定论服饰有限公司
瑞安市童鸽童鞋厂
松阳县绿健蔬菜专业合作社
浙江辰和医疗设备有限公司
淳安梓桐镇兴发粉丝厂
兰溪劲膳美豆制品有限公司
山东华证集团有限公司
山东宏泰电器有限公司
烟台卡特尔酒庄葡萄酿酒有限公司
烟台渔瑞食品有限公司
烟台瑞有食品有限公司
新乡市平川酱菜厂
漯河海天锦星食品有限公司
河南派麒炊具有限责任公司
南阳荣庆堂保健品有限公司
平顶山市享丰肉类食品有限公司
新乡市金牌食品有限公司
新乡市朝东食品厂(普通合伙)
新乡市海华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鄢陵陵溪酒业有限公司
郸城县靓犬宠物用品有限公司
河南仁德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昭通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联诺商贸有限公司
广州市海珠区尚高智电子商行
重庆在天食品有限公司
璧山县军龙纸品加工厂
洛阳伊众清真食品有限公司
河南恒诺日用品有限公司
新县八里畈镇芳馨茶厂
郑州利兹菲莱服饰有限公司
河南省兴农农民专业合作社
郑州市惠济区郝一锅食品厂
桐柏蓝樽酒业有限公司
深圳市非凡创新实业有限公司
上海玛博瑞特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上海鸿姿情服装有限公司
上海咪拉娃食品有限公司
上海港风水暖器材有限公司
卫航烘焙食品(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天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柏宁母婴用品有限公司
成都双流科生食品技术有限公司
成都中耀食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宏瀛贸易有限公司
陕西久鼎食品有限公司
沈阳市都来尝米业有限公司
新民市宋鑫源经贸有限公司
沈阳市刘菊粮谷加工厂
沈阳康满德食品有限公司
辽阳县鹏康博瑞鹌鹑养殖专业合作社
锡山区君通车业制造厂
北京夏禾商贸有限公司
库尔勒泽珍糕点屋
新疆中迪现代农业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新疆兴翔果业有限公司
吉林省丰禾食品有限公司
农安县万源粮油有限公司
德惠市胜利街思贝佳小磨香油坊
长春顶津饮品有限公司
青岛创新未来科技有限公司
太原经济技术开发区兴旺野生特种生态养殖场
大同市南郊区绿源双叶有限公司
山西宝山鼎盛科技有限公司
古县神农粮食加工有限公司
闻喜县天赐天然矿泉水有限公司
平遥县记才养殖专业合作社
辽宁鑫枫牧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辽宁德金肉牛产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赤峰市宝音格阿茹娜食品厂
乌海市双源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

潍坊菠栎食品有限公司
四川省蒙顶山大众茶业集团有限公司
四川省天雄中药饮片有限公司
广安市华生园食品有限公司
苍溪县金农粮油有限责任公司
广安市野春芽茶业有限公司
四川省龙野日用品有限公司
德阳千秋纸业有限公司
成都市百逸佳粮油贸易有限公司
泸定县二郎山畜牧业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射洪县王花生食品有限公司
勉县万家天业大米有限责任公司
西乡县杨河镇黄池南茶厂
靖边县佳得利农副产品开发总经销
定边县昌达酒业有限责任公司
陕西旭鹏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广州市逸之格皮具有限公司
广州市旭祥电器有限公司
广州奇纭贸易有限公司
广州锦淋皮具有限公司
广州市三野汽车零配件有限公司
广州番禺粮油食品进出口有限公司
广州珍不凡食品有限公司
广州市白云区海桥麻油分装厂
广州富力达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广州市希柏林皮具有限公司
麻江如意龙康农业科技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贵州戊原酒业有限责任公司
贵州省湄潭县龙泉山高级绿茶研制场
余庆县农家人绿色食品开发有限公司
长顺县长寨镇惠民食品农民专业合作社
毕节市老土哥饮料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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厂商识别码 厂商识别码厂商识别码厂商名称厂商识别码 厂商名称 厂商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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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