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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眼看市
■钱向劲

本周大盘继续震荡调整，沪综指一度再
向2638点靠拢，前半周市场重心进一步下
移，新低亦被刷新。周三两市大盘延续调
整，盘中反弹再次在5日均线附近受阻，最低
报2647.17点，收盘跌幅有所收窄。沪市成
交量继续萎缩，934亿元的成交量刷新了年
内新低。周四当日受到贸易战缓和消息刺
激，大盘有正向反应，指数明显高开，但随后
解套盘纷纷抛售，多头承接无力，指数无奈
下行。而午后，石油、特高压、通讯的走强激
活了一定人气，指数成功转势。最终收出难
得一见的阳线。盘面上看，市场活性午后回
暖，板块多数收涨。具体来看，受消息刺激，
石油板块全天反复表现，资金关注度最高；
尾盘随着中兴通讯走强，带动通讯集体走
强；此外，航天航空、船舶制造、保险等也都
有不错表现。而医药、文教休闲、文化传媒
等走势较弱。总体来看，指数虽收阳，但量
能释放不够，指数继续上行的动力仍然不
足。

近日大盘持续回落，新低再次被刷新的
同时，成交量亦刷新了年内新低，地量见地
价是否会出现，沪综指短期均线呈空头排
列，重心继续下行，但成交极度萎缩，短期仍
有回升的需求。

整体来看，近期市场出现连续的强势股
补跌以及成交量的极度萎缩，这基本上是底
部比较明显的特征，也是比较强的底部信
号。值得关注的是，目前市场资金面仍未达
到共识，部分抄底资金虽然小有表现，但还
不能掀起多大的波澜。当下，市场距离2638
点仅一步之遥，在整体弱势下，这个位置岌
岌可危。但在多重因素支撑下，市场随时都
会有强劲的反弹来临。因此，与其去猜测
2638点会不会跌破，还不如积极精选优质标
的，以便在随时的反弹来临之际，能快速地
加仓和建仓。当然，如果从中期战略考虑，
现在就是投资的较好时机。

综合而言，先抑后扬的走势佐证了市场
处于盘底阶段的判断，因此短期指数依然不
会有大风险，而大机会也尚未到来。建议投
资者继续控制仓位，静待新热点出现。

中低区域 震荡反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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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银融e联员工e家以工行新版融
e联企业号为基础，以为企业提供专属
服务平台为理念，打造企业“专属
APP”。除电子工资单功能外，还包含
新闻中心、通知公告、余额理财、融e
借、点餐、通讯录、党费缴纳等各项服
务，内容涵盖金融服务、企业服务、信息
发布等各个方面。工行还能根据企业
需求定制个性化专属功能，为企业提供

可靠安全的专属服务平台。满足企业
员工日常办公及金融需求，为企业与员
工提供各项增值服务。企业员工还能
独享员工e家关注有礼专属福利，活动

单品每月更新。
企业如需开通员工e家功能，请联

系工商银行萧山分行各网点。

工银融e联员工e家专属功能上线

截至9月12日，Wind数据显示，283
家A股公司股价跌破净资产（净资产是属
企业所有，并可以自由支配的资产，即所
有者权益或者权益资本），创下2008年以
来新高。其中，房地产、公用事业等行业
破净公司数量居前，银行业破净公司占比
高。不少破净公司借助股份回购、大股东
增持、员工持股计划、股权激励等方式积
极自救。东北证券研究总监付立春对记
者表示，短期看，市场情绪仍然脆弱，抄底
破净股仍需谨慎。

破净频现

大盘持续调整，破净股数量持续增
多。Wind数据显示，2018年以来，29家
上市公司股价跌幅超过50%。金龙机电、
*ST凯迪、*ST天马、*ST富控等公司跌幅
超过70%。

从目前情况看，破净股数量已创下

2008年以来新高。太平洋证券策略团队指
出，目前跌破市净率（市净率指的是每股股
价与每股净资产的比率）的公司占比接近
8%，高于2013年6月的7.13%。A股平均
市净率约1.59倍，除去金融、石油石化行业
公司后平均PB为2.05倍左右。上证综指
PB已低于近三次历史大底的估值水平。

东北证券研究总监付立春对中国证券
报记者表示，股价持续下行，破净公司数量
创新高。2008年以来，上市公司总量增加
也是一个因素。此外，退市制度仍待完善，
不少绩差公司仍在交易也是一大原因。

截至9月12日，在上述破净公司中，
Wind数据显示，市净率低于0.9的公司
169家，占比59.7%。其中，*ST天马市净
率低于0.5，华映科技、中远海能等6家公
司市净率在0.5—0.6之间。福星股份、江
淮汽车等24家公司市净率在0.6—0.7之
间。中国银行、天富能源等48家公司市净

率在0.7—0.8之间。吉林敖东、东方电气
等90家公司市净率在0.8—0.9之间。其
余114家上市公司市净率在0.9—1之间。

业绩方面，33家破净股2018年上半
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为负，其余
250家公司实现盈利。其中，153家公司
净利润同比增长，占比53%。110家公司
增幅超过10%，26家增幅超过100%。另
有47家破净股发布三季度业绩预告，30
家预喜，占比71.43%。其中，续盈5家，预
增7家，略增16家，扭亏2家。

值得注意的是，不少破净公司业绩亮
眼，预计三季度净利润同比翻倍。以南山控
股为例，公司预计2018年1-9月份，实现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2.04亿元—2.6亿
元，同比增长80.83%—130.8%。对业绩增
长的主要原因，公司表示，房地产业务结转
面积增加，利润同比增长较大。截至9月
12日，南山控股的市净率不足0.8。

行业分化

行业方面，太平洋证券研报显示，目前
房地产行业市净率为1.3倍左右，公用事业
为1.53倍左右，商业贸易行业为1.54倍左
右，电气设备行业1.74倍左右，传媒行业
2.01倍左右。多数行业处于历史低位。

具体来看，34家房地产公司破净，破
净公司数量居前。公用事业和交通运输
行业破净公司均超过20家。汽车、银行、
机械设备、传媒、采掘等行业均超过 15
家。2018年以来，除银行业板块跌幅为
12.73%外，其余板块跌幅均超过20%。房
地产、公用事业板块跌幅超过26%。传
媒、汽车行业跌幅超过30%。

银行业公司破净率占比高。除招商
银行、宁波银行和部分次新股外，基本上
公司全部破净。其中，华夏银行、交通银
行等市净率不足0.7。

付立春对记者表示，房地产行业本身
金融属性较强。今年以来，监管趋严，调
控加码，行业去杠杆突出，使得破净现象
突出。

万联证券指出，破净潮往往伴随市场底
部区间的到来，前两次破净潮与市场低点具
有高度的共振性。虽然历史可能不会简单
重复，但破净股的配置价值逐渐凸显。其
中，地产类和金融类公司基本面良好，部分
优质公司中长期业绩仍有提升空间。

在此背景下，不少公司拟借助股份回
购、大股东增持、员工持股计划、股权激励
等方式积极自救。

不过，付立春认为，抄底破净股仍需
谨慎分析。仅凭借市净率这个指标，仍难
以判断未来走向。行业宏观情况以及相
关的公司横向对比都要考虑。短期看，市
场情绪仍然脆弱，不确定性因素仍很多。

据《中国证券报》

近300上市公司跌破净资产 市场底部或到来

■陈俏

出国留学，是迈向成长的重要一
步。中国银行依托覆盖全球的服务网络
和丰富的国际业务经验，整合集团多元
化产品和服务，面向有跨境金融服务需
求的出国留学人群推出“中国银行出国
金融服务”，为客户提供便捷周到的一站
式跨境金融服务。从申请学校开始到整
个留学过程，全面满足各类金融需求。

为更好地服务广大出国客户，满足其
日益增长的出国金融需求，中行萧山分行
已成立了“出国金融服务中心”，配备了专
人为客户提供业务咨询，服务客户涵盖出
国留学、商务旅行、投资移民、来华人士，
能为客户提供一站式的跨境服务体验。

“出国金融服务中心”配套产品种
类齐全，针对留学客户，可提供结售汇、
个人境外汇款、代理海外开户见证、存
款证明、外币携带证、旅行支票、国际信

用卡、出国留学保险、出国留学贷款等，
有效满足客户各类出国金融服务需求，
让留学全程安心无忧。专业的银行服
务人员可与您分享出国留学资讯、出国
金融知识、海外生活经历、异国风土人
情、温馨留学贴士等，还可就您所关心
的出国留学问题进行解答。更有丰富
的活动信息发布，如大型留学教育展、
留学生聚会等,期待您的加入！

出国留学特色产品推荐

外汇留学贷款：作为国内出国留学
外汇贷款的经办银行，中行开办多个币
种外汇留学贷款，解决出国留学期间的
学费和生活费问题，帮助留学生顺利完
成学业。

货币兑换：提供19种外币的兑换和
14种外币的境外电汇服务。

代理海外开户见证：借助丰富的境
外分支机构资源，可办理14个国家的代

理海外开户见证业务，帮助客户在出国
前提前开立海外中行个人账户，即可将
学费和生活费直接汇入本人境外账户。

长城国际卓隽卡：为出国学生量身
打造留学生专属 EMV 芯片信用卡，学
生办理此卡后即可享受免除货币兑换
手续费、免除每月境外首笔 ATM 取现
手续费等优惠。

萧山分行 特约

萧山分行营业部：82665036

江东支行：82555768 江南支行：83696913

网址：WWW.ICBC.COM.CN

李振宇 82891098
陈贝贝 82891503
裴春燕 82891511
朱颖 82891879
娄利剑 82831406
莫利君 82571210
倪建飞 82476711
张美红 82607921
谢超 83696892
董佳盛 82628305

沈岚 82390327
谢丽娜 82828500
何泽雄 82896013
邵丹娜 82677020
金敏 82650510
金晓波 82153611
章丹 82798885
汪海萍 82925010
董杰 82333705

萧山分行

出国留学找中行 全程无忧伴你行

■通讯员 盛美琳

为持续推动金融知识普及工作，履
行服务实体经济责任，恒丰银行杭州萧
山支行近日走进潮峰钢构集团开展了
以“金融知识进万家”暨“提升金融素养
争做金融好网民”为主题的金融知识宣

传活动。
本次宣传活动中，该行在企业设立

了专门的宣传展台，通过扫码做题、理
财业务咨询等形式，重点宣传了反假货
币、防范非法集资、防范通讯新型违法
诈骗、自觉抵制非法金融广告等方面的
金融安全知识，受到企业员工的广泛好

评。企业相关负责人表示，希望恒丰银
行杭州萧山支行将其作为固定宣传点，
经常前来开展活动。

恒丰银行杭州萧山支行将以本次活
动为起点，进一步回归本源，通过积极走
出去开展金融知识宣传等活动，切实履
行好企业社会责任，服务实体经济发展。

恒丰银行萧山支行进企业送金融知识

■通讯员 于回

近日，第179场银行业例行发布会上，
浦发银行副行长谢伟以“浦发银行调结构
强内控 聚焦实体谋求高质量发展”为主
题，介绍了该行扎实推进结构调整，强化风
险和内控管理能力，聚焦服务实体经济，努
力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相关情况。

今年，浦发银行提出了“调结构、保收入、
强管理、降风险”的经营主线，并始终把“调结
构”放在经营主线首位，在夯实业务发展基础
上，着力推进客户结构、资产负债结构、收入
结构、网点及渠道结构，取得初步成效。在客
户结构方面，截至6月末，零售领域通过数字
化、分层梯度经营等措施，实现零售客户
4673万户，较年初增长247万户；建设线上
权益平台，促进存量客户提升，贵宾及私行数
量有效增长。

浦发银行副行长谢伟表示，浦发银
行坚持“早预警、早暴露、早化解、早处
置”的风险主动防控策略，加强早期风险
监测预警。强化合规内控与审计监督等
措施，持续加强风险内控，夯实稳健发展
基础。

浦发银行严格风险贷款分类管理，

对逾期贷款超过 90天以上贷款实施机
控下调不良，准确反映资产风险分类情
况，风险暴露较为彻底。此外，浦发银行
积极推进数字赋能，加快完善风险管理
体系。推进新一代数据中心和大数据平
台建设，依托大数据分析，构建全流程、
智能化“天眼”系统，建立风险集中监测
平台，加强对分支机构、客户、产品等穿
透式监测管理。

“持续推进结构调整，是浦发银行健
康发展的内在要求，强化风险内控，是夯
实持续健康发展基础，而服务实体经济
则是金融的根基，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
融的天职和宗旨。”浦发银行副行长谢伟
表示，浦发银行调结构强内控，就是为更
好服务实体经济，促进高质量发展。基
于此，浦发银行服务实体经济的力度不
断加大。特别是近年来，浦发银行紧紧
围绕“一带一路”、京津冀协同发展等国
家重大战略部署，努力提升服务质效，持
续丰富服务体系。

未来，浦发银行将聚焦服务实体经济
发展，以客户需求为导向，积极推进数字生
态银行战略，加大改革创新力度，推动全行
实现高质量发展。

调结构强内控
浦发银行聚焦实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