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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批上市公司三季报出炉 整体业绩亮眼

217家公司发布业绩预告 近九成报喜

●本报记者 董添

10月11日晚， 光伏公司金晶科技和钢铁

公司中信特钢分别披露沪市、 深市首份2021

年三季报，业绩增幅均表现较好。此外，大型铸

锻件生产企业宝鼎科技、高分子复合材料公司

双星新材、航空轮胎制造企业森麒麟、生物制

品企业舒泰神、 电力装备供应商青岛中程、玻

璃制品生产企业旗滨集团、油气勘探技术企业

潜能恒信七家上市公司也在同日披露三季报，

整体业绩较好，仅舒泰神、森麒麟两公司净利

润出现下滑。

业绩预告方面， 截至10月11日晚中国证

券报记者发稿时，Wind数据显示，217家上市

公司对外披露2021年前三季度业绩预告，近

九成公司预喜，周期行业、新能源汽车行业公

司成为报喜主力。

产品涨价推升净利润

金晶科技三季报显示， 前三季度公司共实

现营业收入50.91亿元，同比增长48.82%；实现

归母净利润12.48亿元， 同比增长581.11%。 其

中， 第三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7.46亿元，同

比增长40.55%； 实现归母净利润4.65亿元，同

比增长333.51%。金晶科技表示，第三季度业绩

大幅增长，主要系公司产品涨价、销售结构调

整影响及公司规模扩大所致。

中信特钢三季报显示，报告期内，国内矿

砂、焦煤等大宗原材料价格上涨，驱动公司产

品售价相应提升。 此外，随着我国工业化深入

和装备制造向高端化升级， 公司产品向高品

质、高性能持续迈进，产品售价相应提高，营业

收入同比增长33.04%。 前三季度，公司共实现

归母净利润60.62亿元，同比增长39.42%。 其

中，第三季度共实现归母净利润18.74亿元，同

比增长17.28%。

双星新材前三季度共实现营业收入42.41

亿元，同比增长22.26%；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为9.73亿元， 同比增长116.1%。

业绩变动的主要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坚定

提质增效，价值创造；新产线投产，增销增效；

坚定推进以五大板块为主的新材料市场拓展，

盈利能力增强所致。 此前，公司预计前三季度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为9.46

亿元至9.68亿元，同比增长110%至115%。

周期行业成“报喜” 主力

截至10月11日晚，A股共有217家上市公

司披露前三季度业绩预告，191家预喜，预喜比

例为88.02%。其中，略增33家，扭亏15家，续盈4

家，预增139家。 已披露前三季度业绩预告的上

市公司，整体保持了较高的业绩增长。

从股价表现看，业绩大幅增长的上市公司

股价普遍出现明显异动。

以雷曼光电为例，10月11日，雷曼光电涨

停。10月10日晚，雷曼光电披露2021年前三季

度业绩预告， 预计1月至9月共实现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4100万元至5100万

元，同比增长6478.95%至8083.57%，暂列A股

前三季度“预增王” 。

光大证券研报显示，从历史上看，个股10

月份涨幅与其三季报业绩增速呈明显正相关

关系，三季报业绩增速越高个股，其10月份涨

幅有望越高。

从行业角度看，化工、钢铁、有色、煤炭等

周期行业上市公司，以及锂电池、新能源汽车

是“报喜”主力。这些公司所在行业周期回暖，

产品需求供需两旺，而相关上市公司在报告期

内积极扩产。产品成交量价齐升使业绩维持高

位增长。

以煤炭行业为例，近期，煤炭价格相比上

年同期翻倍。 煤炭行业上市公司业绩水涨船

高， 相关上市公司股价表现不俗。 今年以来，

Wind煤炭指数涨幅接近70%， 多家个股年内

涨幅翻倍。 而经历了前期短期调整后，10月11

日，兖州煤业等公司股价再度涨停，板块指数

收涨4.11%。

前海开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执行总经理

杨德龙对记者表示，当前A股市场逐步完成了

风格切换，从前期炒小盘股、题材股、周期股，

逐步地切换到消费股、绩优龙头股。 业绩超预

期的绩优白马股可以穿越牛熊。

对于成长类公司投资逻辑，中信建投研报

指出，目前新基建体量较小，但成长较快，5G、

轨交、特高压、充电桩板块未来可期，预计四季

度和2022年经济复合增速好于三季度。

补链强链好手多

创新层电子类公司“小而美”

● 本报记者 吴科任

北京证券交易所新增上市公司将在新三板创新

层公司中产生， 这些公司成色几何， 备受各方关注。

Choice数据显示， 目前新三板创新层共有71家电子

设备公司，其中52家公司2020年营业收入介于1亿至

5亿元，18家公司同期盈利超过3000万元。 他们在各

自细分领域潜心专研，力争成为我国科技产业“补链

强链”上的好手。

中金公司相关部门负责人接受中国证券报记

者采访时表示，新三板电子行业的优质公司在细

分赛道较为专注，且各具优势与特色。回顾历史，新

三板已为主板、 创业板输送了不少优质电子行业企

业。 这些企业一方面借力资本市场做大做强，另一方

面也使得价值投资者有所收益。 目前，新三板电子

行业已涌现一批专精特新“小巨人” 企业，将为北

交所提供一定的后备力量和发展动力。

盈利能力增强

Choice数据显示，按照东财行业一级分类，截至

10月11日，新三板创新层共有71家电子设备公司，占

创新层整体家数的6%。 其中，电子设备制造、电子元

件、电子器件、半导体、光电子器件、消费电子设备六

个电子设备二级行业的公司数量分别为32家、12家、

9家、7家、6家及5家。

整体看，创新层电子类公司“小而美” 特色凸显。

Choice数据显示，上述71家公司中，52家公司2020年

营业收入介于1亿至5亿元， 占比73%；34家公司归母

净利润超过2000万元， 其中18家公司盈利超过3000

万元。

得益于行业景气度攀升，创新层电子类公司整体

盈利能力增强， 业绩表现颇为亮眼。 Choice数据显

示， 上述71家公司今年上半年合计实现营业收入91

亿元，同比增长38.63%；合计归母净利润为7.69亿元，

同比增长107.28%。

电子行业是典型的技术密集型行业， 企业需持

续进行研发投入。 Choice数据显示，上述71家公司

2020年研发投入合计12.61亿元，占同期合计营业收

入的7.47%， 其中研发强度超过7%的公司有36家，

占比51%。 其中，科列技术、爱夫卡等五家公司的研

发强度超过20%。

例如科列技术， 公司自2010年成立以来一直专

注从事电动汽车动力电池管理系统的研发、 生产、销

售和服务。 2019年以来，受行业政策调整、疫情等因

素影响，公司陷入持续亏损窘境，但研发强度不降反

增，2020年提高28.99个百分点至53.7%。

实力不容小觑

创新层电子类公司在各自细分领域奋勇争先。其

中，67家公司已有10余年的历史， 更有11家公司为

“90后” 。 例如，历经近三十年的发展，大树智能已从

一个单纯烟机零配件供应商， 逐渐成长为融整机制

造、系统集成、产品研发、智能制造、工业信息化为一

体的现代新型科技企业。公司在卷烟工业自动化领域

一直居于领先地位。

又如创新层电子公司中的利尔达。 2001年成立

时，公司主攻单片机（微控制器）领域。 如今，利尔达

的主营业务已扩展到三大板块：物联网模块、物联网

系统解决方案和IC增值分销业务。 公司是国家物联

网基础标准工作组重要成员之一。

长期的坚守与攻关，让多家创新层电子公司有了

今日的地位。 例如，则成电子是全球优秀的基于柔性

应用的定制化智能电子模组模块集成商，七九七已成

为国际主流高端麦克风研发和生产基地等。

据中国证券报记者不完全统计， 上述71家公

司中，有18家公司是工信部认定的专精特新“小巨

人” 企业，占比25%。 （下转A02版）

图片

中央第四巡视组

对银保监会党委开展巡视

●本报记者 欧阳剑环

中国银保监会网站10月11日消息，根据中央

关于巡视工作的统一部署，近日，中央第四巡视组

巡视中国银保监会党委工作动员会召开。

会前，中央第四巡视组组长杨国中主持召开与

中国银保监会党委书记、主席郭树清的见面沟通会，

通报了巡视工作有关安排。会上，杨国中作了动员讲

话，对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巡

视工作重要论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开展巡视

工作提出要求。 郭树清主持会议并讲话。

杨国中强调，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关系发

展和安全。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对金融工作作出系列决策部署， 为新时

代金融改革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 对金融单位开

展巡视， 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高度重

视，是坚持和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全面领导、促进

党的建设特别是政治建设的重要举措， 是维护国

家经济安全、促进金融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

是加强金融领域全面从严治党、 促进深化反腐败

斗争的重要举措。 中国银保监会党委要提高政治

站位，强化政治责任，深刻认识对金融单位开展巡

视的重要意义，积极支持配合中央巡视组工作，切

实增强接受巡视监督的自觉性主动性， 坚决完成

好党中央交给的巡视任务。

杨国中指出，巡视是政治监督、是全面从严治

党的有力抓手。 中央巡视组将坚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全面贯彻巡视

工作方针，坚守政治巡视定位，准确把握巡视金融

单位工作的任务和重点， 正确处理政治和业务关

系，聚焦党委职能责任，加强对主要负责人和领导

班子的监督，把督促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

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作为根本任务，深入查找

党委履行党的领导责任存在的政治偏差，督促被巡

视党组织认真履行党和国家赋予的职责使命，完整

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和实

体经济金融需求，坚决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

底线。 重点了解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

工作重要论述和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 落实服务

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三项任务

情况； 了解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和监督责

任、加强纪律作风建设情况；了解落实新时代党的

组织路线，加强领导班子建设、干部人才队伍建设

和基层党组织建设情况；了解落实中央巡视、审计

等监督发现问题整改情况， 充分发挥政治巡视的

监督保障执行、促进完善发展作用，为金融健康发

展提供坚强政治保障。

郭树清表示， 中央第四巡视组对中国银保监

会党委开展巡视， 是对中国银保监会全系统一次

全面的政治体检和深刻的政治洗礼， 体现了党中

央对银行保险监管工作的高度重视。 系统各级党

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增强“四个意识” ，坚

定“四个自信” ，做到“两个维护” ，牢记“国之大

者” ，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

行力， 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要把支持配合巡视

工作作为当前重要任务，主动查摆、系统梳理工作

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实事求是反映情况。要以此

次接受中央巡视为契机， 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

展理念，加强金融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更好

满足人民群众和实体经济金融需求， 维护国家经

济金融安全，有力促进金融业高质量发展。（下转

A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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