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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银基金前三季度多只产品领跑同业

8月下旬以来，上证综指以放量跳空的态势冲破并站

稳3300点，并一度突破3400点关口。 得益于年中以来持

续上扬的行情，偏股型基金表现较好，而部分绩优基金则

在同期表现出持续的获利能力。 中银基金旗下多只产品

继续保持上涨势头，前三季度涨幅领先同业。

中银基金把握住了这一轮行情， 旗下多只权益类产

品涨幅超过10%，且领跑同类基金。 根据Wind数据统计，

今年前三季度， 中银蓝筹精选复权单位净值增长率达

27.21%，在2177只灵活配置型基金中高居前5%；同为灵

活配置型基金的中银行业优选， 也以24.15%的涨幅位列

前6%；中银中证100基金涨幅达24.66%，在686只增强指

数型基金中名列前10%。 中银基金旗下四只普通股票型

基金中， 有两只涨幅超过18%， 分别是中银智能制造的

18.84%和中银战略新兴产业的18.20%，均跻身同类产品

的前30%。 偏股混合型基金中，中银动态策略涨幅位列同

类产品前20%，中银消费主题、中银中小盘等产品的净值

增长率也跻身行业前1/4.

� � 除了多只权益类产品集体飘红，中银基金旗下固

定收益类产品也在今年前三季度较为平淡的债市行

情中表现得可圈可点。 Wind数据显示，中银产业债一

年基金以4 .36%的复权净值增长率高居行业第一，而

同类产品的同期平均收益率仅为0 .97%；中银恒利半

年前三季度涨幅达 3 .60% ，位居前 10% ，而行业平均

收益率为2 .01%。 股市的良好表现，也让可转债基金

受益，中银转债增强A、B份额前三季度净值增长率达

3 .63%和3 .37%， 分别位居行业同类产品的前10%及

前15%。

鉴于流动性新规的影响，货币类产品收益下滑，但中

银基金旗下一批货币及理财基金前三季度七日年化收益

率均值依然突破4%。 其中，中银如意宝A、B份额七日年

化收益率均值分别达4.53%和4.33%，中银理财90天A、B

份额分别为4.07%和4.34%， 中银理财7天于30天的B份

额也都突破了4%。

中银基金不仅领跑今年前三季度， 旗下多只产品更

是穿越牛熊的“长跑健将” ，中长期业绩表现优异，为投

资者实现了资产的持续稳健增值。 尽管经历了近年来股

市的巨幅震荡，中银动态策略、中银行业优选、中银价值

精选、中银收益和中银主题策略等基金近5年的收益率依

然超过100%，中银动态策略涨幅甚至高达143%。 固收类

产品也不遑多让，中银转债A、B最近5年净值增长率均位

列同类产品前5%，中银理财14天B位列前10%。 据悉，中

银基金凭借优异的中长期业绩，近年来已在“金牛奖” 、

“金基金奖” 、“明星基金奖” 、“晨星奖” 及“英华奖” 等

行业最权威评选中揽获近70项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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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三季利润增长137%

四季度水泥价格料高位运行

□

本报记者 钟志敏

数据水泥网提供的数据显示，1-9月水

泥行业实现利润579亿元，同比增长137%。

其中，9月水泥行业实现利润88.75亿元，同

比增长40%。 业内人士表示，预期四季度多

地区水泥提价动力强劲， 价格将高位运行。

预计2017年水泥行业利润有望达到近900

亿元，仅次于2011年的1020亿元。

利润逼近历史高点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7年前三季

度，全国累计水泥产量17.61亿吨，同比下

降0.5%。

“从价格表现看，自3月份以来，全国水

泥价格呈持续上升态势，行业协会和各大企

业积极开展行业自律措施，同时由于多地区

大气污染治理、环保督察、矿山治理、煤炭以

及运输成本上升等因素影响，行业出现淡季

不淡，旺季更旺。 ” 数字水泥网CEO陈柏林

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

“三季度末，六大区域水泥成交价格全

部站上300元/吨以上， 去年同期仅有东北

地区在300元/吨，其他地区均在260-290元

/吨。华东和西南同比去年涨幅最大，涨幅超

过90元/吨。 ” 陈柏林表示，四季度，水泥企

业提价动力依旧强劲，10月中旬多地水泥

价格成功突破二季度高点，并达到四年来高

点，超出市场预期。 预计2017年水泥行业利

润有望达到近900亿元， 仅次于2011年的

1020亿元。

截至10月30日，18家A股水泥上市公

司均披露了三季度业绩，除了福建水泥亏损

外，其余企业全部盈利。 其中，5家公司净利

润超过5亿元；13家净利润超过1亿元，占比

72%。 前三季度，水泥上市公司的净利润合

计近150亿元，同比增长约115%。

海螺水泥前三季度实现净利润98.09亿

元，同比增长64.34%。公司预计2017年净利

润与上年同期相比将增加50%-70%（未经

审计），主要在于产品销售价格上升、销量

增长，以及投资收益同比增加。

下游需求稳步回升

上周全国水泥市场价格环比微涨

0.05%。 业内人士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

进入10月底，随着天气好转，下游需求稳

步回升。 需求表现相对较好的地区如华

东和华南， 企业发货接近正常水平。 此

外，华北、西北和西南等地区，出现需求

偏弱或产能严重过剩的情况， 旺季也难

以达到产销平衡，企业发货多保持在5-8

成不等。

10月27日， 泛东北水泥去产能工作会

议召开，辽、吉、黑、蒙东四省区域水泥企业

达成共识，今冬明春执行错峰生产政策停窑

6个月（2017年11月至2018年4月），旨在有

效压减过剩熟料产能，减轻采暖期大气污染

问题。

目前，水泥产能利用率为62.74%，前十

大水泥企业熟料和水泥的产业集中度分别

为57%、41%。产能利用率、集中度均同比改

善，但仍处于较低水平，距80%的产能利用

率目标差距较大。 业内人士表示，未来3年

水泥行业至少去4亿吨熟料产能，供给侧有

望持续出清。

陈柏林表示， 目前水泥行业平均库存

在40%至60%之间， 短期仍有继续下降的

可能。 交银国际指出，经过前期持续大幅上

涨，绝大多数地区价格已处于高位，价格上

涨有所趋缓， 预计近期大部分地区价格以

平稳为主，个别地区仍会继续推涨。

快递公司前三季度业绩持续增长

□

本报记者 李慧敏

三季报显示， 顺丰控股等快递上市企业

今年前三季度业绩均实现较快增长。 今年以

来，快递行业整体仍保持较高增长，电商新零

售推动行业持续高景气。 但行业竞争激烈，龙

头快递企业纷纷拓展新业务，提升竞争力。

业绩增长较快

顺丰控股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498.26亿元，同比增长23.18%；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36.45亿元， 同比增长

10.80%； 前三季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

利润为26.52亿元，同比增长39.47%。 对于

利润大幅增长的主要原因，公司表示，收入

增长带动及成本优化。

韵达股份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68亿

元，同比增长40.3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11.8亿元，同比增长38.38%。 公司

表示，报告期业务量大幅增长，快递服务、物

料销售等收入较去年同期实现增长。

圆通速递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128.67

亿元，同比增长12.9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10.58亿元，同比增长8.43%。

前三季度快递业务稳定增长，加之三季

度国庆中秋双节催化，推动了快递企业业绩

持续增长。 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9月份，全

国快递服务企业业务量完成36.1亿件，同比

增长27.6%；业务收入完成448.1亿元，同比

增长24.4%。 9月业务量、收入环比分别增长

10.5%、10.9%。

华创证券分析师认为，电商实物零售增

长仍是快递行业的核心驱动要素；而电商平

台新零售战略实施，更推动快递行业保持高

景气度。

数据显示，今年1-9月，全国快递服务

企业业务量累计完成273.9亿件， 同比增长

29.8%；业务收入累计完成3425亿元，同比

增长26.7%。 快递业仍然保持较高的增速。

拓展新业务

尽管行业增长较快，竞争不断加剧。分析

师认为，拐点或将到来，快递行业发展至今，

包裹量增速超过30%的增长难以维持。 预计

未来两年的包裹量增速将呈现下滑态势。

在此背景下，快递企业在巩固传统业务

的同时，不断开拓新的业务空间，大力拓展

大物流市场。 以顺丰控股为例，公司通过加

码新业务来推动高增长，重货、冷运、同城业

务、国际业务等新兴业务增速迅猛。同城配、

重货、冷运和国际业务上半年分别同比增长

180倍、99.7%、85.6%和39.5%。 公司表示，

新业务起步晚、基数低，但增长快，为持续增

长提供了新动能。

韵达股份同样动作不断，持续开拓跨境

物流等新业务。 公司9月份在上海注册成立

上海项计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发展快递周

边产业链业务。 韵达快运业务也于10月启

动。 国金证券研报认为，此举是公司多元化

业务发展重要一步，为未来提供“一体化”

物流服务夯实基础。

此外，圆通、中通均开设了快运业务，快

递公司的多元化、差异化发展不断推进。 分

析人士认为， 新业务发展带来的新客户资

源、品牌粘性将反作用于快递企业的业务拓

展，提升企业的整体市场竞争能力。

四季度，在“双十一”等因素催化下，快

递企业全年业绩增长可期。 韵达股份预计，

2017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4亿元-17亿元，同比增长20%-48%。顺丰

控股预计2017年全年净利润为46.93亿元

-49.93亿元，同比增长12.26%-19.43%。

暴风集团CFO姜浩：

电视业务亏损收窄致业绩增长

□

本报记者 蒋洁琼

10月30日， 暴风集团CFO姜浩接受中

国证券报记者专访时表示，公司接手了乐视

网旗下互联网电视销售的部分渠道资源，

“渠道扩张是暴风TV接下来业绩增长的核

心动力之一” 。

姜浩介绍，在公司两块主营业务中，视

频业务较为稳定， 暴风统帅战略性投入较

大。这是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为负数、且规模较大的主要原因。 电视业务

亏损收窄是前三季度业绩增长的主要因素。

“预计全年将完成百万台以上销量。 ”

渠道快速扩张

暴风集团前三季度实现营收12.74亿

元，同比增长41.9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2024.22万元，同比增长4.61%。 第

三季度，公司实现营收4.48亿元，同比增长

11.34%， 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451.73

万元，同比增长826.5%。

第三季度净利润同比增幅较大，拉动公

司前三季度业绩同比增长。 姜浩表示，“主

要在于电视业务亏损收窄。电视的获客成本

由去年的400元/人， 下降为今年第三季度

219元/人。 原材料调价令电视产品的亏损

减少。 5月、9月份分别推出了新品，电视业

务的利润空间有望进一步扩大。 ”

姜浩介绍， 视频业务表现较为稳定，受

益于在线付费市场快速发展，视频业务中的

会员收入快速增长。暴风集团的版权投入策

略较为稳健， 每年版权投入金额大约7000

万元。

财务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暴风集团经

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一直为负数，一

季报为-3051.16万元，半年报，三季报分别

为-1.36亿元、-1.17亿元。 姜浩对中国证券

报记者表示， 剔除今年4月份的分红影响，

对现金流量影响的主要因素为公司旗下暴

风统帅，TV业务战略性投入较大。

“上半年布局了6000家销售点，渠道快

速扩张将是暴风TV接下来业绩增长的核心

动力之一” 姜浩称，公司TV销售渠道将以

线下为主。 “TV产品线下销售的毛利率高

于线上。 一方面，公司线上与线下销售的产

品型号不同， 线上销售的定价普遍偏低，而

线下体验店的销量、毛利率表现比较好。 公

司线下渠道的销售占比为70%。 ”

AI服务表现亮眼

姜浩表示， 暴风集团为技术驱动的公

司，旗下TV产品提供的AI服务以及公司的

信息流广告业务表现较为亮眼。

今年以来， 暴风集团战略进一步升级，

核心业务聚焦围绕AI （人工智能）+两块

屏， 将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到旗下的视频、

TV、 魔镜和体育等业务。 推出了远讲语音

AI电视， 尝试长短视频信息流改造的视频

客户端，提升了旗下各业务的运营效率。

“TV提供的人工智能服务场景专注于

家庭需要， 暴风AI云助手植入的服务包括

视频通话、QQ音乐、淘宝购物等。 ” 姜浩表

示， 暴风AI云助手的合作方包括科大讯飞

等，组成较强的软、硬件团队。

姜浩介绍，公司在暴风影音平台上提供

的信息流广告业务第三季度实现1400万元

收入。 该业务于今年6月开始试运营，业务

增速表现亮眼， 前五大客户均为传统广告

商。 通过技术精准获取用户画像，并在此基

础上推送内容和广告。

对于未来的融资计划，姜浩表示，将根

据需求展开融资。 暴风集团9月30日公告，

为拓宽暴风统帅的融资渠道， 公司决定在

原有额度的基础上， 增加暴风统帅通过银

川交易所发行金融产品进行融资的额度2

亿元。

国投安信定增项目完成

金控平台发展进入快车道

□

本报记者 江钰铃

10月31日， 国投安信公

告称，公司非公开发行A股股

票， 募集资金不超过80亿元

项目顺利完成。

发行报告书显示， 此次

国投安信定向增发项目历时

近一年时间，最终以15.01元/

股的价格成功发行， 比发行

底价14.69元/股高出0.32元/

股， 有效认购订单146亿元，

认购倍数1.83倍，最终募集资

金80亿元。

广发、财通、诺德基金、安

邦资管等知名投资机构参与

了此次认购。作为国有企业改

革试点单位———国投公司旗

下金控平台，国投安信定向增

发获得了国新央企运营基金

和中国国有企业结构调整基

金两家重量级央企投资机构

的青睐。

最终中信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青岛国信资本投资有限

公司、 厦门恒兴集团有限公

司、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广发

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国新央企

运营（广州）投资基金（有限

合伙） 等八家投资机构获得

配售。

此次国投安信定向增发

顺利完成，体现了市场对公司

未来发展的认可。国投安信旗

下安信证券、 国投泰康信托、

国投瑞银基金等机构极具市

场竞争力， 此次80亿元定增

资金成功募集对于国投安信

未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同益股份探寻新材料应用机会

□

本报记者 张晓琪

10月27日， 由同益股份

和国家千人智库共同举办的

“2017新材料技术及产业应

用大会” 在深圳举行。同益股

份表示，正在积极参与新材料

技术的研究开发，不断地寻求

与专业机构合作，推进新材料

技术从研发到产业化。

新材料产业已成为七大

战略性新兴产业之一，总产值

由2010年的0.65万亿元增长

至2015年的近2万亿元，2016

年突破2万亿关口， 达到2.65

万亿元，增速达35%。 据权威

研究机构预测，中国新材料产

业规模预计2020年将达到4.5

万亿元。

同益股份相关负责人指

出，公司将持续深耕当前主要

的手机、 家电、LED照明等细

分市场，并在此基础上探索化

工材料、电子材料乃至新材料

在工业自动化、VR/AR、汽

车、 机器人等细分市场的应

用，为持续发展挖掘新的利润

增长点。 专业服务能力方面，

加强研发和人才队伍建设，持

续提高公司为下游客户提供

技术解决方案、库存优化服务

和柔性供应服务的水平。外延

拓展方面，将围绕公司中高端

化工及电子材料分销主业，兼

并收购与公司战略发展相契

合行业领域的标的企业。

出版传媒拟建文化商业综合体

□

本报记者 王维波

出版传媒10月30日晚公

告称， 全资子公司新华书店北

方图书城有限公司（简称“北

方图书城” )拟投资57763万元

在辽宁省14个市投资建设“盛

文*北方新生活” 文化商业综

合体项目， 拟建设以文化为主

导，融合创意、文化、商贸、娱乐

等产业为一体的城市地标性文

化商业综合体，打造各地文化、

教育、娱乐中心。该项目将分步

在各地选址实施，3年时间完成

全部综合体建设。 首期拟在鞍

山、 抚顺、 锦州三个城市进行

“盛文*北方新生活”地标性文

化商业综合体项目建设。

该项目的建设标志着公

司“大出版、大发行、大教育、

泛娱乐” 的多元业务融合进

入全新的轨道，将进一步壮大

公司发行渠道，全面推动各出

版社图书的发行，对公司出版

主业发展形成强力支撑，提升

公司的品牌影响力。

百川能源

拟投资LNG接收站项目

□

本报记者 王维波

百川能源 10月 30日晚

公告称， 与绥中县政府、辽

宁东戴河新区管理委员会

签订《绥中县LNG接收站项

目框架协议书》。 全资子公

司廊坊百川清洁能源有限

公司为该项目投资主体，与

葫芦岛市钢管工业有限公

司共同投资，在绥中县设立

百川能源（绥中）液化天然

气有限公司（简称“液化天

然气公司” ）， 并由液化天

然气公司从事本项目的投

资建设。

该项目分三期建设。一期

主要建设年周转量为260万

吨LNG接收站（包含1座LNG

接卸码头、2座16万立方米

LNG全容储罐） 及相关产业

链项目，占地约500亩，开放

式用海面积控制在290公顷

以内。 二、三期扩容LNG周转

量至500万吨/年，扩容增加2

座16万立方米LNG全容储罐

及配套建设外输管道项目，并

开展相关下游产业链项目。一

期计划投资约35亿元， 计划

建设期为2.5年。 项目全部达

产后， 年预计实现营业收入

120亿元。

公告表示， 开展该项目，

是公司LNG中下游产业布局

的关键环节，有利于实现中游

建设LNG接收站、 下游建设

加注站和城市管网的全价值

链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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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17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7年10月3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海南省海口市海南航空基地办公楼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

、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04

其中

：

A

股股东人数

202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人数

（

B

股

）

2

2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1,276,796,882

其中

：

A

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1,276,621,482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持有股份总数

(B

股

) 175,400

3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

%

）

10.5320

其中

：

A

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10.5305

境内上市外资股股东持股占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0.0015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副董事长牟伟刚主持。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

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进行表决。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会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4人，王斐、谢皓明、徐经长因紧急公务未能出席本次股东

大会。

2、 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3人，陈明琼、王若雷因紧急公务未能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3、 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其他高管的列席情况。

公司董事会秘书武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公司总裁周志远，副总裁曹凤岗、副总裁余超

杰、副总裁何海燕，风控总监萧飞，安全总监陈宁列席本次股东大会。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收购控股子公司长安航空有限责任公司少数股东权益的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244,095,677 97.4521 32,497,105 2.5455 28,700 0.0024

B

股

175,4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

1,244,271,077 97.4525 32,497,105 2.5452 28,700 0.0023

2、议案名称：关于收购控股子公司山西航空有限责任公司少数股东权益的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1,244,095,677 97.4521 32,491,505 2.5451 34,300 0.0028

B

股

175,4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普通股合计

：

1,244,271,077 97.4525 32,491,505 2.5447 34,300 0.0028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1

关于收购控股子公

司长安航空有限责

任公司少数股东权

益的报告

1,244,271,077 97.4525 32,497,105 2.5452 28,700 0.0023

2

关于收购控股子公

司山西航空有限责

任公司少数股东权

益的报告

1,244,271,077 97.4525 32,491,505 2.5447 34,300 0.0028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

律师：施念清、张颖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经国浩律师（上海）事务所律师施念清、张颖出具法律意见书如

下：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

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程序及

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股东大会决议；

2、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海南航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10月3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