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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盘观察

多家券商6月净利增长
昨日，中信证券、海通证券

两家公司均表示，截至目前公司
一切经营活动正常，公司流动性
充裕，各项风控指标均优于监管
指标。此外，两家公司2015年
半年报将在9个工作日内发布，
上半年业绩均实现了大幅提
升。管理层正在积极推进员工
持股计划，以及股份回购、主要
股东增持公司股份等事宜。

根据中信证券披露的6月
财报，中信证券6月份实现营业
收 入 45.52 亿 元 ，环 比 大 增
90.86%；实现净利润23.8亿元，
环比大增 100.84%。2015 年 6
月30日，中信证券净资本为人
民币 697.14 亿元，较 2015 年 5
月31日增长60.02%，较2014年
12 月 31 日增长 57.30%。海通
证券6月财报显示，公司6月实
现净利润 20 亿元，环比增长
25%。除此之外，申万宏源、国
泰君安、太平洋等券商今年 6
月实现的净利润均有不同幅度
增长。

国海证券于 7 月 6 日发布
了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司预计
今年上半年实现净利润10.81
亿元至11.22亿元，增长幅度为

341.95%至358.29%，基本每股收
益0.47元至0.49元。国海证券
半年报预告发布当日，公司股
价以涨停板报收。

广发证券于昨日发布2015
年半年度业绩预告，公司净利
润也实现了大幅增长。广发证
券称，受益于上半年证券市场
环境以及公司业务快速发展，
预计今年上半年归属于股东净
利润实现 83.56 至 84.56 亿元，
比 上 年 同 期 增 长 398.87% 至
404.84%。基本每股收益盈利约
1.29至1.3元。

券商高增长预期不变
自 6 月以来，股市巨幅调

整，投资者的风险偏好正悄然
发生变化，金融板块在本轮下
跌趋势中虽然有一定的调整，
但是也充分发挥其避险的特
性，整体下跌幅度优于其他行
业。业内分析师称，面对本轮
行情调整，券商的自营业绩受
到较大影响，但整体业绩预期
高增长态势不变。

其中，财富证券的研报认
为，券商板块前期整体滞涨，待
本轮行情调整完后，其估值压
力已经充分释放，有望期待后
市的爆发性反弹。从今年券商

整体收入结构来看，业绩贡献
占比较大的两项业务主要是经
纪业务和利息收入，自营业务
收入贡献占比明显低于去年，
因此，券商整体业绩预期高增
长的态势基本维持不变，仅有
小幅下调。

东兴证券的分析师则认
为，现阶段，券商大部分参与到
监管层稳定市场的操作中，包
括于二级市场买入基金、不减
持自营仓位。与此同时，市场
去杠杆的趋势不会改变，两融
余额将进一步回落，这些因素
都将对券商的业绩有所影响。
从短期来看，由于上半年券商
业绩增长的确定性较高，板块
短期内行情需看中报，长期走
势则需视大盘企稳情况和后续
的政策导向决定。

中银国际的最新行业研报
中也指出，券商股自去年4季度
大涨之后，一直处于消化吸收
去年大幅上涨的阶段。目前来
看，经过了两个季度的消化，以
时间换取空间。2015年上半年
万亿级别的日均成交量，表明
居民的资产配置确实发生了根
本性的变化。现阶段股市巨幅
调整，估值的安全边际有望成
为选股的重要指标。

青年报记者 孙琪

本报讯 众多基金业从业
人员带着自己的奖金、工资开始
入场。来自基金业协会的统计
显示，758名基金高管及基金经
理的承诺入市资金达3.51亿元，
沪上一基金公司为此还启动了
持基激励方案，以实际行动表明
对市场发展前景的信心。

沪上基金公司
启动持基激励计划

基金业协会的最新统计数
据显示，截至7月7日，84家公
募基金管理人运用固有资金
26.87亿元已经或即将投资旗下
基金。另外，72家公募基金管
理人的758名高级管理人员及
基金经理承诺将个人资金3.51
亿元投资旗下基金。记者看到，
高管和基金经理承诺投入金额
最多的三家基金公司分别是：嘉
合基金、嘉实基金、华商基金，金
额分别是2960万元，1600万元，
1450万元。此外华夏、鹏华、广
发的高管和基金经理承诺入市
金额超过1000万元。

值得注意的是，基金业协
会统计的基金业从业人员承诺

入市金额数据并不完全。
比如兴业全球基金公司高

管此前承诺购基金 100 万元。
但记者昨日获悉，为了鼓励基
金经理持基，该公司启动新一
轮持基激励方案。基金经理须
买入自己管理的偏股型基金，
持有期限不少于2年，据悉公司
将以百慕大式认购期权的方式
为运作良好的基金提供“收益
翻倍”的行权机会。至此，11位
基金经理的投资金额超 1200
万。据了解，这是兴业全球基
金力度最大的一次基金经理持
基激励计划，面向旗下12只基
金产品的11位基金经理，如基
金经理在一周内买入基金，还
将获得期权以外的额外奖励。

该公司表示，在当前的市场
环境下，鼓励基金经理购入自己
管理的产品并给予一定期权奖
励，不仅有助于提振士气，激励基
金经理专注于提高基金管理业
绩，同时也是以实际行动表明对
于A股市场长期表现的信心。

需要保持相对乐观
重点关注被错杀价值股

兴业全球基金相关人士表
示，A股市场过去一段时间的下

跌行情是不正常状态，会成为
过去，旗下基金在过去一段时
间保持较低仓位，一定程度上
控制了风险，在目前市场信心
降至新低的情况下，专业投资
者反而需要保持相对乐观，未
来会逐步出现结构性的投资机
会，可以重点关注那些已凸显
投资价值的个股。

昨日盘后，南方基金市场
指出当前股市面临的困难不是
投资价值的问题，而是短期恐
慌导致的流动性问题。监管层
充分认识到这一危害，高度重
视股票市场健康稳定发展，已
经并将陆续出台更多稳定市场
发展的政策。在监管层的诸多
努力下，相信最近市场不合理
的快速下跌和投资者恐慌情绪
将得到扭转。

昨日盘后，广发基金认为目
前调控风格已经发生转变，以解
决目前最大的危机——中小创
的流动性危机。昨日的情况有
所好转，预期市场在稳市政策频
出后将逐渐企稳，并进入分化
期，基本面将成为行情分化的重
要依据，在这种环境下更应对投
资价值进行重新审视，由趋势投
资思维向价值投资思维转变。

多家券商发布6月财报净利增长

未来整体业绩高增长预期不变

沪上一基金公司启动持基激励计划
基金经理承诺入市资金超过3.5亿元

股市近日的连续下挫将券商等金融机构推至浪尖，各方机构接连拿出救
市措施。针对目前市场对资金流动性的关注，昨日，中信证券和海通证券两
大券商龙头纷纷发布公告，表达经营管理层对公司经营状况有足够信心，安
抚市场情绪。同时，多家券商财报显示6月净利增长，且对未来行业整体业
绩高增长的预期不变。 青年报记者 陈颖婕

青年报记者 陈晓彬

本报讯 鑫科材料昨晚发布
关于控股股东协议转让部分公
司股权的提示性公告，恒鑫集团
向两位自然人分别转让7000万
股股份，合计占总股本的7.91%。

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昨晚公告接到控股股东芜
湖恒鑫铜业集团有限公司通知，
其于2015年7月7日分别与自
然人梁焯贤和甘少林签署了《股
份转让协议》，以协议方式分别
向自然人梁焯贤和甘少林转让
其所持有的鑫科材料7000万股
股份，合计转让鑫科材料1.4亿
股股份，占鑫科材料股份总数的
7.91%，转让均价7元/股。

本次权益变动前，恒鑫集
团持有鑫科材料2.45亿股股份，
占鑫科材料股份总数的13.85%；
本次权益变动后，恒鑫集团仍持
有鑫科材料1.05亿股股份，占鑫
科材料股份总数的5.94%。

权益变动前，自然人梁焯贤
和甘少林皆未持有鑫科材料股
份；本次权益变动后，自然人梁
焯贤和甘少林分别持有鑫科材
料7000万股股份，各占鑫科材料
股份总数的3.955%。自然人梁
焯贤、甘少林声明相互之间不存
在关联关系亦不是一致行动人。

本次权益变动后恒鑫集团
仍然是公司第一大股东，未导致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
生变化。

青年报记者 陈晓彬

本报讯 南方汇通昨晚发布
半年报预告，业绩预增约一倍，同
时公司高管已于昨天通过二级市
场以自有资金进行了增持。昨天
南方汇通报收于12.05元。

南方汇通昨晚发布半年度
业绩预告，公司预测1—6月份盈
利4000万元至4500万元，同比
增长84%至107%。业绩较上年
同期增长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公司
上年末实施重大资产重组，主营
业务由铁路货车相关业务转变为

复合反渗透膜业务、棕纤维相关
业务及其他股权管理业务，整体
资产盈利能力增强，同时控股子
公司贵阳时代沃顿科技有限公司
的收入和利润实现稳定增长。

此外，南方汇通于7月8日
下午收到董事长黄纪湘、副总
经理蔡志奇以及副总经理、财
务总监朱洪晖的通知，其于
2015年7月8日通过二级市场
以自有资金购入公司股票，均
价 12.05 元，其中黄纪湘买入
40000股，蔡志奇30000股股，朱
洪晖买入30000股。

青年报资深记者 吴缵超

本报讯 昨天股市经历了一
个少见的交易日，约一半的上市
公司停牌了。不过，市场跌势未
止，沪指盘中连失 3700、3600、
3500 三大整数关口，尾盘跌幅
有所收窄，险守3500点。

前一个交易日放出天量涨
停的中国平安，昨天没能再接再
厉，开盘即以接近跌停价的方式
亮相，盘中多方试图上攻无力，
收盘跌停，成交金额只有289.6
亿元，不及前天679.4亿元的一
半。两桶油昨天也大跌收场，中
国石油跌9.07%，中国石化跌停。

中国银行和中信银行延续
上涨，涨幅均超过3%，而其他银
行股盘中下挫，交通银行、平安
银行和南京银行跌停，券商股几
乎 全 线 跌 停 。 沪 指 收 盘 报
3507.19点，下跌219.93点，跌幅
5.90%，深成指报11040.89点，下
跌334.71点，跌幅2.94%，两市共
成交11144亿元。

值得一提的是昨天的创业
板，484只创业板个股，昨天只
有半数股票开市交易，早盘开市
除了几个仍在连涨的次新股，几

乎所有股票跌停，不过之后不少
个股有资金介入，多方发起反
击，掌趣科技早盘率先从跌停板
向上冲击，长盈精密、三环集团、
新研股份、上海凯宝、同花顺等
盘中均快速拉升，收盘时，创业
板仅70多家仍旧跌停，但多数
个股有成交量放大迹象。创业
板指数昨日收盘报2364.05点，
涨12.04点，涨幅0.51%。

股指期货合约昨天收盘全
线跌停，包括沪深300期指、中
证500期指、上证50期指等三大
主力期指合约收盘封住跌停。
受到希腊危机与中国股市下跌
的影响，美元指数大幅上涨，而
商品期货市场则出现集体大跌，
商品期货品种近25个品种主力
合约跌停，期货主要品种白糖、
棉花、甲醇、塑料、橡胶、铁矿、螺
纹均封死跌停。

此外，香港的恒生指数昨天
也大跌5.84%，报23516.561点，
盘中重挫 8.53%，最低见 22836
点，创7个月新低，为去年12月
18日以来的最低点。国企指数
跌5.94%，报11124.70点。港股
通净流出19.16亿港元，沪股通
净流出65.87亿人民币。

沪指险守3500 创业板翻红

鑫科材料股东协议转让股权

■公告速递

南方汇通业绩翻倍高管增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