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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报炒作路线图出炉
私募：关注三类业绩增长

2017年12月29日，沪深两市年报预约披
露时间新鲜出炉，在2018年春节前预约披露
年报的“抢先”发布的公司中，有14家已经披
露业绩预告，其中12家业绩“报喜”。

记者注意到，市场对于披露年报靠前的
上市公司十分青睐，在2017年12月29日，“抢
先”发布年报的公司中，如杭电股份、健友股
份、*ST匹凸齐齐涨停。对于年报行情炒作，有
私募人士表示，对公司业绩的解读其实更为
重要，建议投资者关注三类业绩增长的情况。

年报披露时间表出炉

2017年12月29日，沪深两市2017年年报预
约披露时间表相继出炉。其中沪市最早披露年
报的是杭电股份，其预约时间为2018年1月23
日；紧随其后的是健友股份，预约时间为2018
年1月27日；此外还有人民同泰、*ST匹凸、*ST
天成将在2018年1月底前预约披露年报。

对于A股上市公司的财报披露，市场普遍
认为，业绩优秀的公司喜欢早些披露。记者注
意到，2017年12月29日，杭电股份、健友股份
股价在10点13分左右就突然拉升，其后牢牢
封于涨停板上。同样涨停的还有*ST匹凸。

记者还注意到，在2018年春节前预约披
露年报的“先发”公司中，有14家已经披露业
绩预告，其中12家业绩“报喜”。如将于2018年
2月14日前（包含14日）披露年报的利尔化学、
光华科技、方大炭素、和邦生物等预计2017全
年盈利大幅增加。其中利尔化学预计净利润

在2.92亿元~3.54亿元之间，同比增幅为40%~
70%。而*ST沈机、四川金顶则将扭亏为盈。

深市方面，农尚环境将是最早披露2017
年年报的上市公司，预计披露时间为2018年1
月19日，也是沪深两市2017年年报披露第一
股。盈峰环境将于1月23日披露年报，此外，佳
沃股份、海达股份、创业软件、世嘉科技、东音
股份、利达光电、利尔化学、*ST沈机等也将1
月份率先披露，财信发展将于2月2日披露。

在中小板公司中，世嘉科技将于1月27日
率先披露2017年年报。不过，世嘉科技与别的
公司不同，公司是抢先“报忧”。世嘉科技预计
2017年全年盈利大幅减少，净利润同比降幅
变化区间为70%~40%。

对此有市场人士指出，对于年报行情，选
股逻辑就是寻找业绩高增长的确定性。但更
需追根溯源，弄清楚上市公司交出的成绩单
背后有哪些真材实料，投资者不能仅仅只看
业绩增幅的简单数字。

公司业绩解读更重要

由于沪市年报预约时间表于2017年12月
29日10点10分左右发布，A股市场对此当日就
给予直接回应，“抢先”发布的杭电股份、健友
股份、*ST匹凸齐齐涨停。此外，沪市预约披露
在春节前披露的有18家公司，股价也出现了
不同程度的涨幅，如金牛化工上涨3.15%、江
化微上涨4.79%等，由此可见市场对此类“抢
先”发布年报个股的追捧。

记者发现，部分上市公司虽未披露全年
业绩预告，其实已通过股东增减持动态、发布
投资项目等向投资者传递了积极信号，而采
用“抢先”发布年报的方式赢得的是市场和投
资者更多的关注。如健友股份2017年前三季
度净利润2.24亿元，同比增长9.16%，2017年12
月初曾发布公告称控股股东谢菊华未来六个
月内拟增持5000万元至2亿元。

再如杭电股份近日发布了2017年前三季
度利润分配预案，拟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
现金红利0.50元（含税），共派发3434.39万元，
且不久前公司董监高人员还宣布终止此前发
布的减持计划，公司实控人孙庆炎则宣布于
近日累计增持公司股份达1%。

*ST匹凸也没有发布业绩预告，但同样由
于将先发布年报而在2017年12月29日涨停。
公司今年前三季营收同比增173%，净利实现
扭亏，有望留在A股市场。

对此有私募人士指出，年报披露的时间
是行情参与的重要参考，年报行情的高潮阶
段可以锁定在12月底到1月底。但从目前市场
风格来看，对公司业绩的解读更加重要，可以
关注三类业绩增长，首先是内生增长：通过产
品优化、降本增效或扩产提升业绩，尤其是主
业清楚明晰，且因主业增长带动业绩超预期
增长的个股。其次是外延增长：通过企业间的
兼并重组获得额外收益；第三是外部环境改
善：基于行业景气度的提升公司业绩受益，但
是要关注业绩增长的连续性，侧重关注公司
各个季度的增长情况。 （每日经济新闻）

央行2017年7月发布的《人民币现金
机具鉴别能力技术规范》从2018年1月1日
起正式实施。昨日，成都商报记者获悉，首
个“验钞机”金融行业标准的启用，将有助
于有效阻截流通中的假币，防止验钞机行
业恶性竞争。

2015年，新版百元人民币上市流通初
期，不少地方均出现验钞机无法识别“土
豪金”的情况。而据媒体报道，在日常生活
中，被验钞机验过的钞票中也发现了假
钞。上述现象都说明国内验钞机具良莠不
齐，识别能力有待进一步提高，尤其是境
内外犯罪分子造假手段不断翻新，假币案
件规模不断增长，这更迫切需要我们提升
验钞机具的识假能力。

人民银行货币金银局有关负责人在
接受采访时表示，目前，我国除了对人民

币验钞机实
施生产许可
管理外，对
于大量的银
行存取款一
体 机
（CRS）、自
助售卖机等
现金接受设
备的管理制
度制定和标

准建设工作还存在一定空白，这对阻截流
通中的假币带来了难度。同时，与人民币
现金机具管理相应的制度建设也亟待完
善与加强。为此，央行制定了《人民币现金
机具鉴别能力技术规范》，旨在开展系统
化、科学化、精细化的反假货币工作，提升
人民币流通环节整体假币鉴别能力。

与此同时，由于缺乏指导，机具市场
的非良性竞争较为激烈。“正规机具企业
生产不合格产品、企业间低价竞争、产品
以次充好、企业无证生产的现象大量存
在，这种情况极大地损害了用户利益和行
业利益，不利于机具行业的健康可持续发
展，对国家金融安全造成了极大的危害。”
上述负责人表示，机具行业是保障货币正
常流通的重要支撑，央行实施这个标准，
就是优胜劣汰，告别原有的低价竞争局
面，提升技术实力和售后服务，提高现金
机具的质量和反假货币水平。

昨日，成都商报记者查阅了这份已正
式实施的标准，里面对现金机具、人民币
防伪特征等进行了严格规范，对纸币、硬
币的鉴别能力等也都提出了多项细化指
标要求。同时，记者从知情人士处获悉，新
标发布后各家商业银行就已经被要求按
照新标规定对所有机具进行全面升级，今
年人民银行也将联合质检部门对此进行
拉网式检查。 成都商报记者 杨斌

今天，A股市场迎来2018年首个交易
日，大家都非常期待“开门红”的到来。那
么，新年首个交易日走势的好坏，是否会对
春季行情产生影响？节日期间，哪些因素值
得关注？为此，达哥和牛博士展开了讨论。

牛博士：达哥，新年好！你对年初行情
怎么看？

道达：牛博士，新年好。说到年初行情，
很多人都充满期待，这也是所谓的春季躁
动行情。大家认为，每年年初A股市场会有
不错的表现。不过，如果仔细回顾一下过往
却不难发现，春季行情实际是个伪命题。之
所以大家看好年初行情，最主要还是由于
经过去年年末的资金紧张局面后，现在流
动性又开始趋于相对宽松。不过，每年的1
月行情，其实并非一帆风顺。统计过去10年
来的表现，1月行情并非都是让人愉快的。
有时候，由于消息面的突然变化，1月行情
市场可能出现大幅波动的局面。而一旦遇
到利空消息，1月行情甚至可能出现较大幅
度的跌幅。另外，1月行情的好坏，其实和全
年市场的表现也没有必然联系，市场环境
随时都可能发生变化。

牛博士：仔细回顾一下历史行情，似乎
还真的是无迹可寻。那么，你对今年的1月
行情怎么看？

道达：刚刚结束的2017年收官之战，
这是我近年来经历的最为激烈的多空争
夺战。沪指围绕3300点展开了近一个月的
反复拉锯，直到最后一个交易日（上周

五），沪指才再次重新站上3300点。从这个
角度来看，这对新年的行情是比较有利
的。再看沪深300指数的走势，上周一度出
现破位的迹象，而最终多方还是成功守住
60日均线，暂时缓解了破位的担忧。这也
说明，当前市场虽然暂时有利于多方，但
仍然处于震荡筑底的过程。我个人认为，
震荡调整可能还没有就此结束。

牛博士：近期，有哪些消息可能会对行
情产生影响？

道达：现在暂时还没有出现比较重大的
利空或利好消息出现。值得关注的一个消息
是，沪深交易所公布了年报预约披露时间
表。深市的农尚环境成为年报第一股，预计
将于1月19日披露。沪市年报第一股为杭电
股份，预计披露时间位1月23日。从历史行情
来看，能够较早披露年报的公司，一般来说
业绩都还不错，所以
往往可能产生一些短
线炒作行情。

总的来说，我个
人 认 为 ，市 场 围 绕
3300点展开的震荡，
可能暂时还没有结
束，操作上可适当观
望 一 段 时 间 。如 果
2018年真的有春季
行情，那么等行情真
正启动后，再考虑积
极参与。 （张道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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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环境改善

央行首个“验钞机”金标正式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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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行情今天开张
A股会有开门红吗？

选股逻辑——

对于年报行情，选股逻辑是寻找业
绩高增长的确定性，但更需追根溯源，弄
清楚上市公司交出的成绩单背后有哪些
真材实料，投资者不能仅仅只看业绩增
幅的简单数字。

私募观点——

年报披露的时间是行情参与的重要
参考，年报行情的高潮阶段可以锁定在
12月底到1月底。但从目前市场风格来
看，对公司业绩的解读更加重要，可关注
三类业绩增长。 内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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