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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季度业绩预增公司数量较多的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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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控提质 信披规范 共享红利

强化“中枢神经” ：三维度完善公司治理

□

本报记者 昝秀丽

公司治理是现代企业制度的 “中枢神

经” ，完善的公司治理是保障上市公司质量的

第一道防线， 更是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治本

之策。 今年以来， 通过持续提升内控体系质

量，强化信息披露规范，积极践行股权文化，

与投资者共享发展红利， 一大批上市公司通

过完善公司治理增强市场竞争力， 并为资本

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提供重要支撑。

提升内控体系质量

改善公司治理水平

“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

层权责明确、相互分离、相互制衡、各司其职、

各负其责， 是确保公司稳健经营和规范运作

的稳定之舵。 ” 华泰证券相关人士表示，改善

董事会制度，公司建立了独立董事工作制度，

设立了发展战略委员会、 合规与风险管理委

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和审计

委员会等专业委员会， 在重大事项决策和风

险防控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国电南瑞董事长冷俊表示，国电南瑞作为

我国最早一批科研院所转制成功企业之一，自

成立以来，持续健全“三会” 治理机制和内控

体系建设，规范各项生产经营活动，在上市公

司对外担保、投资、重大经营项目等方面严格

执行上市公司及国资管理相关制度和法律法

规。 截至2018年末，国电南瑞总资产、净资产、

营业收入、净利润分别较上市当年（2003年）

增长63倍、48倍、76倍、73倍。 公司多项技术打

破国外垄断，获国家级科技奖励20余项。

伟星股份董秘谢瑾琨提出， 伟星股份对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经营层、股东、各职能部

门等的权利、 义务、 责任以制度形式加以明

确，并不断进行修订和完善，以应对不断变化

的法律法规要求和外部市场环境。

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刘锋认为， 国内

资本市场腾飞应从规范公司治理开始， 亟待

通过外部治理和公司内部治理， 提升治理水

平。 内部治理要通过公司本身建立一套行之

有效的机制， 对股东未来收益进行承诺和约

定，同时改善董事会的制度建设，充分发挥独

立董事作用，加大违规行为的惩治力度等。

强化信息披露规范

构建和谐投资者关系

信息披露是资本市场的生命线。 有效的

公司治理是保障信息披露质量的前提， 也是

衡量上市公司质量的重要标志。 坚持信披与

治理并行， 一大批上市公司通过完善公司内

部信息报告及信息披露体系， 建立以投资者

需求为导向的信息披露制度， 打造让投资者

看得见、看得清的上市公司。

谢瑾琨表示， 伟星股份自上市之初便从

制度设计、人员配备、权限划分等方面对信息

披露工作予以高度重视， 近几年进一步提高

工作要求。 一方面，公司高层要求将信息披露

作为反映公司发展动态、展现公司内在价值、

接受公众监督指导的重要窗口来对待； 另一

方面，树立从“要我披露” 转变为“我要披

露”的意识，形成以服务投资者为核心的工作

意识和诚信勤勉的工作氛围， 同时通过公司

网站进行非法定信息披露。

恒瑞医药有关人士指出， 公司对信息披

露制度的完善实施尤为重视，力争将“敬畏规

范”融入每个管理细节。 一方面，董监高积极

参加证监局、 交易所及上市公司协会组织的

各项培训， 内部定期组织董监高及业务部门

信息披露专项培训， 信披部门随时收集并发

送市场监管动态和信息； 另一方面， 全员参

与，共建信息披露体系。

备受关注的是， 注册制下以投资者需求

为导向的信息披露制度正在形成。 招商证券

副总裁吴光焰表示，（下转A02版）

“标债” 认定规则出炉 推动市场平稳过渡

□

本报记者 彭扬

12日，中国人民银行会同银保监会、证监会、

外汇局发布《标准化债权类资产认定规则（征求

意见稿）》（以下简称《认定规则》），明确标准化

债权类资产与非标准化债权类资产的界限、 认定

标准及监管安排。

多位专家表示， 对标债与非标的详细界定为

有效执行资管新规提供了基本保障。《认定规则》

从严认定非标债权， 进一步彰显了金融监督管理

部门规范资管行业发展的决心。而《认定规则》明

确保持对存量资产的监管要求不变， 有效防范处

置风险的风险，短期对金融市场影响不大。

明确“标债”范围

《认定规则》明确，标准化债权类资产是指依

法发行的债券、资产支持证券等固定收益证券，主

要包括国债、中央银行票据、地方政府债券、政府

支持机构债券、金融债券、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

具、公司债券、企业债券、国际机构债券、同业存

单、信贷资产支持证券、资产支持票据、证券交易

所挂牌交易的资产支持证券， 以及固定收益类公

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等。 《认定规则》强调，其他

债权类资产被认定为标准化债权类资产的， 应同

时符合以下五个条件：等分化，可交易；信息披露

充分；集中登记，独立托管；公允定价，流动性机制

完善；在银行间市场、证券交易所市场等国务院同

意设立的交易市场交易。

接近监管人士表示，《认定规则》提供标债资

产认定的路径，消除市场对非标资产清理“一刀

切” 的疑虑和误读。 人民银行从市场角度出发，客

观地看待标债资产与非标资产的利与弊， 并未强

制非标资产进行转标， 而是将投资标债资产的主

动权交给市场机构。

清除模糊地带

值得注意的是，《认定规则》还对市场机构比

较关心、 性质模糊的一些债权类资产的属性进行

了明确，成为本次《认定规则》的一大看点。

《认定规则》明确，银行业理财登记托管中心

有限公司的理财直接融资工具， 银行业信贷资产

登记流转中心有限公司的信贷资产流转和收益权

转让相关产品， 北京金融资产交易所有限公司的

债权融资计划， 中证机构间报价系统股份有限公

司的收益凭证， 上海保险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的

债权投资计划、资产支持计划，以及其他未同时符

合本规则第二条所列条件的为单一企业提供债权

融资的各类金融产品，是非标准化债权类资产。

中信证券首席固收分析师明明表示， 此次

《认定规则》明确这些“非非标” 为非标，从严界

定了非标资产。

“非非标”有豁免期

不少研究人士表示，尽管《认定规则》从严界

定了非标资产，但对存量的“非非标” 资产留足了

缓冲空间， 在确保严格限制非标资产新增的大方

向下，避免了存量一刀切导致的短期波动。

研究人士表示，对于传统非标资产，各方之前

有共识，相关机构业务整改已在推进，这次《认定

规则》的主要看点是对“非非标” 资产的属性进

行了明确，进一步表达监管规范“影子银行” ，重

塑资产管理行业的决心。不过，对于存量的“非非

标” 资产，《认定规则》在“资管新规” 过渡期内

给予豁免，进一步降低了对市场的潜在冲击。

央行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在“资管新规” 过

渡期内，对于《认定规则》发布前存量的“未被纳

入本规则发布前金融监督管理部门非标准化债权

类资产统计范围的资产” ， 可豁免非标资产投资

的期限匹配、限额管理、集中度管理、信息披露等

监管要求；对于发布后新增的，则不予以豁免。

三季报披露开闸 预计六行业靓股多

□

本报记者 何昱璞

数据显示，截至10月13日22时，沪深两

市已有792家上市公司发布前三季度业绩

预告，其中220家公司净利润同比增长超五

成。 业绩预计增幅居前的上市公司主要集

中在计算机通信、电气机械、生物医药、化

工、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等行业。 值得注意

的是，畜牧养殖行业第三季度业绩实现“大

逆转” 。

高景气行业抓眼球

三季报业绩预告披露进入高频期，目

前已经有7家上市公司发布了三季报。 生猪

养殖类上市公司表现亮眼， 上半年净利润

还在亏损的生猪养殖行业上市公司三季报

业绩大幅改善。

以温氏股份、牧原股份、新希望等龙头

养猪企业为例， 今年前三季度三家公司净

利润同比均已翻倍。 牧原股份三季报显示，

公司前三季度实现归母净利润13.87亿元，

同比增长296%。 值得注意的是，公司半年

报披露其归母净利润为-1.56亿元，不难看

出，牧原股份单季度盈利为15.43亿元。

除生猪养殖板块外， 化工类上市公司

受益行业环境回暖，三季报业绩普遍向好。

在消费类板块，中泰证券认为，三季度，

贵州茅台、五粮液、泸州老窖、古井贡酒、口

子窖、今世缘等公司收入有望实现20%以上

增长，考虑到产品结构升级和增值税下调带

来的利好，三季度消费类板块核心公司的业

绩有望取得25%以上的增长。

超预期个股受追捧

三季报行情已经启动， 业绩超预期个

股受到市场追捧。 目前，星徽精密以净利同

比增长超110倍的业绩，成为三季度“预增

王” 。 凭借超预期增长，星徽精密在公告披

露后已连续两个交易日涨停。

此外，远方信息、天顺股份、同为股份、

开尔新材等7家公司预计前三季度净利同

比增长均超10倍。 数据显示，净利预增超1

倍的公司共有89家，在三季报预告披露后，

不少预增概念股陆续加入涨停集中营。

10月8日， 亿纬锂能上调业绩预期，公

司预计前三季度净利润为 11.38亿元

-11.71亿元，同比增长200.58%-209.29%。

在业绩修正公告披露次日， 亿纬锂能放量

涨停。

统计显示，截至10月12日，除亿纬锂能

外，久立特材、圣农发展、环球印务等14家

公司均向上修正了前三季度业绩预告。

业绩成色迎大考

值得注意的是， 部分三季报业绩预计

大幅增长的公司，得益于政府补贴、资产

重组、资产转让等。 市场人士认为，三季报

披露后，机构、普通投资者将通过业绩成

色，判断上市公司未来业绩增长的可持续

性。 由于公司业绩成色不一，个股行情或

由此分化， 未来结构性行情可能再度呈

现。 市场人士认为，在本轮行情中，有业绩

支撑的科技股将代替大消费成为市场核

心领涨品种。

以科技股的代表信维通信为例， 公司

预计前三季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

利润8.1亿元-8.4亿元， 同比下降2.58%-6.

06%。 虽然前三季度净利略减，但信维通信

第三季度预计实现净利润4.41亿元-4.71亿

元，同比增长3.82%-10.87%，单季盈利水

平创历史新高。

天风证券认为，从三季报预告来看，化

工、 医药生物和机械设备等行业预喜家数

最多， 与股价创新高的个股占比居前的行

业分布几乎重合， 建议关注 “高景气度赛

道”和业绩边际改善标的。

前期累计过高涨幅的个股或已提前透

支了业绩向好的预期。 对于尚未披露业绩

预告的个股， 能否兑现业绩依旧面临不确

定性。 市场人士普遍认为，随着三季报陆续

披露，上市公司业绩成色面临考验，前期业

绩高增长个股的市场表现在“交卷” 后也

将呈现分化趋势， 第三季度业绩能否迎来

改善，成为机构关注的重点。

中国上市公司法律风险指数报告发布

10月13日，由中国政法大学企业法务研

究中心和赛尼尔法务智库主办，中国经济信

息社、北京仲裁委员会支持的“第十二届中

国上市公司法律风险与合规指数发布会暨

2019中国上市公司法律风险与合规管理高

峰论坛”在北京举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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