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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发放首笔生态公益林

预 期 收 益 权 质 押 贷
本报讯 记者黄俊毅报道：日前，广西河池市环江县

下南乡南昌屯50户村民，从中国农业银行河池分行获得
了30万元贷款，这是广西首笔生态公益林预期收益权质
押贷款。

南昌屯理事会成员代表谭宽余说，有了这笔启动资
金，他们不仅可以发展林下经济，还可以搞花卉种苗和森
林旅游。

河池森林覆盖率达 70.05%，林地面积达 257 万公
顷，生态公益林有1951万亩。河池市作为重点生态功能
区，生态公益林占全市森林面积的51%。全市100个深
度贫困村中有40个贫困发生率超过50%，90%以上的贫
困户深居大山。农民守着大片公益林，具有发展林业经
济的基础，却缺乏启动资金。生态公益林预期收益权质
押贷款是农行和林草部门精准扶贫的创新举措。这次，
农行与河池市林业局在环江县下南乡试点，并将在环江
11个乡镇陆续展开，预计将发放贷款18亿元。

大连商品交易所日前公告称，自 2019 年 3 月 29 日
21：00起增加夜盘交易品种并调整夜盘交易时间。增加
夜盘交易品种包括线型低密度聚乙烯、聚氯乙烯、聚丙
烯、乙二醇、玉米、玉米淀粉期货和玉米期权，调整后的夜
盘交易时间为21∶00—23∶00。

据了解，大商所2014年7月份首批推出的夜盘交易
品种为棕榈油和焦炭，并于2014年12月26日推出豆类
和黑色系列品种的夜盘交易，具体包括豆粕、豆油、豆一、
豆二、焦煤和铁矿石期货，继2017年3月31日豆粕期权
上市后，又增加了豆粕期权品种。此次增加夜盘品种后，
大商所夜盘交易品种将扩容至16个。

中大期货首席经济学家景川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夜盘品种逐渐增多，利于不断完善价格形成机制，同时也
是进一步与国际接轨的重要举措。“国内期货市场国际化
在加快。无论是直接还是间接，全球资本市场的变化对
于所有品种都会有影响。从长远来看，逐渐增加夜盘品
种，对市场国际化有重要意义。”新湖期货有限公司海口
营业部总经理黄明川告诉记者。

市场人士表示，此次增加夜盘交易的品种，比如化工
品种，与境外市场具有较高联动性，对提高品种价格连续
性和有效性，更好满足市场跨品种套利和套期保值交易
需求具有重要意义。

“比如玉米、淀粉等品种，随着2015年国家临储政策
的取消，价格波动呈现出典型的市场化特征。后期，随着
我国玉米库存量降低、中美贸易谈判的推进，国内外农产
品贸易的市场进一步打开，则与美国芝加哥期货交易所
玉米价格的联动也会增强，在这一时间节点上开放玉米
夜盘，具有前瞻性意义。”良运期货资管部负责人王伟民
告诉记者。

此外，也便于产业机构和投资机构指定更综合、更精
准的套保和套利投资策略。“夜盘的开通覆盖了更大的价
格区间，使得企业有着更多的选择。对投资机构而言，夜
盘的开通降低了此前‘夜盘单腿’产生的很多套利品种组
合的风险，也便于量化机构投资者进出场。”王伟民说。

据悉，大商所最初开展夜盘交易的时间段为 21∶
00—02∶30，2015年5月8日将夜盘交易暂停时间缩短
至23∶30，此次又再缩短至23∶00。大商所相关负责人
表示，这是顺应市场呼声，结合我国期货市场实际交易需
求做出的优化举措。

市场人士表示，将夜盘结束时间由 23:30 调整为
23:00，仍能满足夜盘时段主要交易需求，尽量保留夜盘
高效交易时间段，为投资者提供充分的机会，释放交易情
绪，满足其夜盘交易及风险对冲的需求。同时缩短夜盘
低效交易时间段，降低了人力成本。

大商所表示，未来随着参与主体结构的多元化和国
际化，将持续跟踪投资者交易需求，适时考虑延长夜盘交
易时间。

大商所夜盘交易添新品
交易时间缩短半小时

本报记者 祝惠春

截至3月27日，257家公司披露一季度业绩预告，超六成预喜——

上市公司盈利基础仍需夯实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温济聪

尽管目前上市公司一季

报预告报喜比例较高，但也

有业内人士认为，目前企业

盈利增速仍处于下行过程

中，在不能确定流动性传导

通道是否足够顺畅的情况

下，企业盈利增速拐点仍有

待观察

上市公司 2019 年一季报迎来预告
高潮期。截至3月27日12时，A股沪深
两市总计257家公司披露了一季度业绩
预告，预喜168家，占比高达65.37%。在
一季报预喜的上市公司中，占比较大的
有新材料、医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业等
行业板块。尽管预喜占比较高，也有不
少业内人士担心，上市公司盈利触底回
升并非易事，仍需要提防风险。

三大因素致业绩改善

在已经披露一季度业绩预告的257
家 公 司 中 ，预 喜 168 家 ，占 比 高 达
65.37%，其中略增 63 家，扭亏 16 家，续
盈10家，预增79家。

记者统计梳理发现，一季报预喜的
原因主要有，上市公司主营产品价格大
幅上涨，主动加强成本控制，提升核心技
术拓展市场，等等。

报告期内，部分公司主营产品价格
大幅上涨，利润改善。在已披露的一季
报业绩预告中，益生股份业绩涨幅排名
第一，预计一季度实现盈利 3.2 亿元至
3.4 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2919.27%至
3107.97%。益生股份相关负责人表示，
近年来，我国祖代白羽肉鸡引种持续不
足，一季度行业供给紧缩现象依旧持
续。受此影响，公司主营产品父母代肉

种鸡雏鸡及商品代肉雏鸡价格较去年同
期大幅上涨。

报告期内，部分上市公司加强成本
控制，费用减少。红宇新材预计一季度
净利润225万元至232万元，增长幅度为
788.98%至816.63%。公司公告指出，报
告期内公司加强成本控制，母公司及部
分子公司盈利增加。又如，天顺股份预
计净利润0万元至260万元，而上年同期
业绩为净利润-860.88万元，主要源于报
告期内，期间费用较上年同期有所下降。

也有部分上市公司提升大数据等核
心技术业务，业绩增效明显。初灵信息
预 计 一 季 度 净 利 润 1027.3 万 元 至
1064.80 万 元, 增 长 幅 度 为 720% 至
750%。公司表示，业绩变化原因为公司
持续落实“数据接入+数据挖掘+数据服
务+数据变现”大数据产业发展战略，目
前已完成全公司营销中心的整合，强化
内生发展，形成大数据接入、运营商大数
据应用、视频大数据应用、中小企业商业
智能大数据应用等四大业务板块，服务
于广电、新媒体、移动、联通、电信以及部
分行业用户。同时，加强公司效率管控，
取得了较好的开局。

三大行业板块成新宠

在一季报预喜上市公司中，占比较

大的有新材料、医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
业等行业。

新材料带来投资新机会。广发证券
分析师巨国贤认为，在流动性改善预期
和风险偏好提升的背景下，新材料和小
金属的成长性在资产价格中会得到充分
体现。“随着国内技术进步、新兴产业
下游逐步向国内转移，国内的精细化工
及新材料领域发展迅速。比如，半导体
耗材受益于下游产能转移及国产化进程
提速，小而美龙头有望通过新订单带来
业绩爆发。”上海证券分析师洪麟翔表
示。

与此同时，“硬科技”高端装备制造
行业迎来新机遇。装备企业的升级和高
端化离不开时代赋予的机遇和经济发展
的推动。代表战略主线方向的科技型

“高端装备”，有望在机械设备行业中脱
颖而出，成为未来市场投资的主线之一。

在长城证券分析师曲小溪看来，高
端制造业板块上市公司的亮点在于出现
了很多在新兴的细分领域领先的装备类
公司。在科技含量和产品结构方面的新
变化主要来自于行业分工更加明确，各
个细分领域都出现了不同的头部公司，
对应地出现了很多新题材。

新兴行业中，以工业互联网、动力锂
电、半导体为代表的国内新兴行业的快
速发展，使得相应的自动化设备依旧处

于快速成长期。

风险依旧不能忽视

虽然目前上市公司一季报预告报喜
比例较高，但也有不少业内人士认为，上
市公司盈利是否触底回升尚待观察。

在川财证券宏观策略首席分析师邓
利军看来，目前企业盈利增速仍处于下
行过程中，在不能确定流动性传导通道
是否足够顺畅的情况下，企业盈利增速
的拐点仍有待观察。

“A股市场目前仍处于震荡走势中，
主要是受到政策支撑风险偏好仍强，但
经济偏弱和企业盈利压力逐渐显现等因
素影响仍在。短期来看，中央全面深化
改革委员会会议强调推进西部开发、创
新驱动、石油天然气管网建设、人工智能
融合实体等，以及国务院明确减税配套
措施、上交所披露 9 家首批科创板受理
企业等，使得 A 股风险偏好仍强。但与
此同时，市场对全球增长担忧情绪升温、
业绩发布使盈利担忧显现等，使得短期
市场仍面临调整压力。”邓利军表示。

国金证券分析师李立峰表示，随着
前期市场对于货币政策调整、减税降费
超预期、去杠杆转向温和等预期逐步兑
现，市场过于乐观的情绪开始逐渐回归
理性，关注焦点将回归到业绩上来。随
着一季报预告披露窗口期到来，需要关
注两个时间节点来观测A股一季报业绩
情况：3 月 31 日前中小板业绩出现较大
变动或为负等情况的公司将集中强制披
露一季度业绩预告；4月10日前，创业板
所有公司集中披露一季度业绩预告。

“预计一季报非金融 A 股整体业绩
增速继续回落。由于工业企业利润总额
增速与非金融A股整体的盈利增速基本
保持同步变动的走势，我们拟合的工业
企业利润总额走势显示，一季度工业企
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速将明显回落，主要
由于开年至今生产偏弱，工业增加值同
比增速回落，而PPI同比增速也较去年
底明显下滑。”李立峰表示，考虑到去
年年报存在“业绩洗澡”行为，导致去
年四季度业绩增速大幅下滑，今年一季
度 A 股公司业绩增速回落幅度不会
太大。

本报讯 记者祝惠春报道：日
前，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发布了

《关于金融期货套期保值交易管理要
求的通知》（简称 《通知》）。《通
知》 的主要内容是关于套期保值交
易管理要求。

比如，非期货公司会员、客户的
买入套期保值持仓合约价值或风险
价值不得超过其计划替代的相关资
产或风险价值。非期货公司会员、客
户的股指期货所有品种卖出套期保
值持仓合约价值之和，不得超过其持
有的股指期货所有品种标的指数成
份股、股票 ETF 和 LOF 基金市值之
和的1.1倍等。

中金所相关负责人介绍，《通知》
旨在加强套期保值交易精细化管理，
提升金融期货风险管理功能，满足市
场参与者合理需求。

华泰证券证券投资部总经理江
晓阳表示，此次调整在目前科创板推

出之际非常有意义。调整之后，股指
期货卖出套期保值的期现匹配方式，
变为股指期货所有品种对应股指期
货所有品种标的指数成份股及股票
ETF 和 LOF，将股指期货视为一个
整体，不再局限于原来的单品种。这
无疑有助于市场参与主体充分利用
各指数之间的高相关性，设计出更加
多元的投资策略。比如持有沪深
300指数的成份股，既可以选择沪深
300 股指期货，也可以选择上证 50
股指期货或中证 500 股指期货进行
风险对冲。这有利于长期资金入市，
也将给参与者创造更多的灵活度，有
助于提升市场活跃度，增强期货市场
的价格发现功能。

在基金管理实践中，各类股票基
金包括ETF和LOF指数基金等也有
风险对冲的需求。嘉实基金 smart
beta和量化首席投资官杨宇表示，这
次规则调整，扩展了期现匹配的指数

基金范围，允许更多的基金产品利用
股指期货作为风险管理工具。原来
期现匹配包含的指数基金仅有上证
50ETF、沪 深 300ETF 和 中 证
500ETF 等 20 多只指数基金；调整
之后，可以覆盖所有股票型 ETF 和
LOF共200多只指数基金，这样更便
利持有基金较多的市场机构运用股
指期货管理风险。

近年来，金融期货品种不断丰
富，市场参与主体风险管理策略不断
灵活。国债期货的产品特性和交易
策略等与股指期货差别较大。因此，
市场也一直呼吁国债期货的管理方
法和要求应与股指期货有所不同。
中信保诚基金量化投资总监提云涛
认为，新规中增加了国债期货风险价
值匹配要求，切中债券利率风险管理
的要点，有利于市场参与主体在对冲
资产风险中，更充分地运用金融期货
管理工具。

提升金融期货风险管理功能

金融期货套保交易新规发布

10年期国债收益率直逼3%，专家认为————

经济基本面和货币政策支撑债市慢牛
本报记者 陈果静

截至3月26日，10年期国债收益率已
经创下2016年12月31日以来新低。年初
以来，10年国债到期收益率持续在3%附
近徘徊，3月25日以来更直逼3%。中债国
债估值显示，截至目前，债市收益率从
3.99%下行至3.06%，近100个基点。

本周以来，股市遭遇明显调整，上
证综指一度跌破 3000 点。与此同时，
国债收益率逼近3%，创下新低，股市和
债市出现了明显的股债“跷跷板”行情。

近期债市走牛，与外部影响不无关
系。去年四季度以来，美国经济疲软，
欧日经济持续下行，特别是2019年美联
储两次议息会议中，货币政策温和的程
度超乎预期。全球风险偏好有所下降，

来自海外的悲观情绪也传导至我国金融
市场，导致股市下跌，而债市走牛。

从内部看，我国 2 月份经济数据也
低于预期。消费、固定资产和房地产投
资数据均呈现企稳或偏弱的表现，房地
产销售和新开工数据回落明显。2 月
份，社会融资规模增量和信贷数据与 1
月相比显得较弱，这使得市场悲观预期
有所抬头，对降准的预期上升。

在市场分析师看来，当前货币政策
基调将长期维持，债券牛市也有望长期
持续。一方面，从外部环境看，市场预
计美联储今年加息概率降低，这意味着
外部因素对我国货币政策的影响明显下
降；另一方面，我国货币政策往偏紧方

向调整、大幅收缩的可能性极低，这都
为债市行情创造了条件。

申银万国分析师孟祥娟认为，2019
年的债牛并未结束。“经济基本面下行压
力尚未完全显现，预期差仍在。”孟祥娟
认为，进出口、房地产开发投资和制造
业投资短期仍难改回落方向，经济数据
下行压力仍然存在。当债市逻辑再次回
归基本面，会带动债市走势整体偏强。
从全年来看，孟祥娟认为，2019年的债
牛行情还未结束，预计 2019 年 10 年期
国债收益率低点在2.9%左右。

在海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姜超看
来，从政策面看，为应对经济和通胀回
落，定向降准和全面降准可能成为未来

政策选项，而在实体综合融资成本已经
有所下行前提下，动用降息工具的可能
性并不大。但也不排除外部经济恶化，
全球开启货币宽松周期下，国内动用降
息手段来抵御风险。与此同时，宽信用
进程依然缓慢。目前货币融资增速已经
与名义GDP增速匹配，表明后续将进入
稳杠杆阶段。

在地产和基建增长受限的背景下，
姜超认为，融资余额增速均值有望维持
低位，那么对应的贷款利率和国债利率
均值还将继续下降。“未来，10 年期国
债利率中枢很有可能降至3%以下，有望
步入低利率时代。”姜超认为，短期震荡
后，债市将维持长牛。

刘佰平（身份证号：61262119******1633）、杜立祥
（身份证号：23210219******0912）、吴土龙（身份证号：
35058319******0719）、海南国运丰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600007987157920）：
根据债权转让方太原市华银信通小额贷款有限公

司 分 别 与 债 权 受 让 方 裴 维 新（ 身 份 证 号 ：
14242219******4513） 、黄 春 红 （ 身 份 证 号 ：
14010319******204X）、冀 广 剑（ 身 份 证 号 ：
14010319******0016） 、李 彦 红 （ 身 份 证 号 ：
14242219******451X） 、张 淑 芳 （ 身 份 证 号 ：
14010419******0367）等于 2019 年 3 月 25 日签订的

《债权转让协议》与《债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太原市
华银信通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已将其享有的生效判决[案
号（2017）晋 0106 民初 4477 号]确定的全部债权（本金
1500万元及利息、违约金等，债权具体金额以生效判决
书为准）依法转让给上述债权受让方（具体转让金额以

《债权转让协议》与《债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为准）。
太原市华银信通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现将该债权转让事
实通知你们，自上述债权转让协议签署之日起，由上述
债权受让方行使债权人太原市华银信通小额贷款有限
公司的一切权利。

特此通知
太原市华银信通小额贷款有限公司

2019年3月25日

债权转让通知书

下列金融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北京监管局批准，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

证》，现予以公告。

中海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

机构编码：L0271B211000001

许可证流水号：00592479

批准成立日期：2019年01月28日

业务范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

员会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

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住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北街2号月坛大厦A座19层

电话：（010）66492277

传真：（010）68083189

发证机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北京监管局

发证日期：2019年03月26日

以上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网

站（www.cbrc.gov.cn)查询。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关于颁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