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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Our Eyes

国家邮政局和国务院法制办相关负责人昨日出席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快递暂行条例草案和快递业发展有关情况。 2017年我国快递业务量超过400

亿件，连续4年快递业务量位居世界第一。全国快递企业发展到2万家左右，日均服务用户超过2亿人次。国家邮政局局长马军胜表示，今年2月国务院通过的快递暂

行条例进一步明晰了各方面的权利义务，细化了收寄规则，明确了投递规范，规定了查询、投诉、损失赔偿以及无法投递快件处理等规则，强化了监督管理，对违法

行为规定了相应的法律责任。 东方IC/供图 周靖宇/制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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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租公寓：

“二房东”也不好当

A5

今年私募公司债到期规模超7500亿

迎来首个兑付高峰

66家公司预告首季业绩 超八成预增

见习记者 陈永辉

年报披露工作才开始不久， 部分

上市公司已经发布今年第一季度业绩

预告了。截至目前，两市共有

66

家公司

发布了

2018

年一季报业绩预告， 绝大

多数公司业绩向好， 其中

30

家公司预

计净利润中值同比增长超过

100%

，

20

家公司单季度净利或超亿元。

在预告一季报业绩的

66

家公司

中，

55

家预增，

9

家预盈，预亏和预降各

1

家。 从行业分布来看，化工行业预告

一季度业绩的家数最多，达

13

家，机械

设备、 电子行业各有

11

家、

9

家预告了

一季度业绩。

净利润方面， 这

66

家公司中有

65

家预计盈利，仅

1

家预计亏损，其中

20

家预计一季度净利润中值超亿元。 金

达威、欧菲科技、老板电器、凯乐科技、

合力泰

5

家公司预计一季度净利润中

值超过

3

亿元。

在预增、预盈公司中，预计净利润

中值最高的是金达威，达到

3.45

亿元，

预增幅度中值达

420%

。公司解释业绩

增长的原因是维生素

A

等价格较去年

同期大幅上涨、 辅酶

Q10

产品销量增

长以及美国子公司业绩增长所致。

2017

年度业绩快报显示， 金达威去年

全年净利

4.76

亿，同比增长

58.76%

，按

中值计算， 金达威一季度的净利相当

于去年全年的

70%

。

欧菲科技预计

2018

年一季度净利

润中值

3.05

亿元，同比增长

60%

。 公司

解释业绩增长的主要因素为摄像头模

组业务保持快速增长， 双摄模组出货

量占比持续提升和国际大客户的触控

业务良率提升，盈利能力改善。

预增幅度方面，当代明诚、龙韵股

份、华东重机、红相电力、花园生物等

30

家公司业绩预计增幅中值超过

100%

；海达股份、威华股份、迪森股份

等

20

家公司业绩预计增幅中值超过

50%

。 其中预增幅度最大的是当代明

诚， 公司预计一季度净利润

5000

万

元

～8000

万元， 同比增长预计达

192

倍

～308

倍；龙韵股份位居第二，预计

一季度净利润

1455

万元

～1526

万元，

实现扭亏为盈。 公司解释业绩增长的

原因为，持续近

3

年的战略升级初见成

效， 公司已由传统的媒介代理业务稳

步升级为全媒体全案整合营销及影视

剧、综艺栏目等内容营销双轨模式，客

户黏性进一步加强， 公司业务收入及

盈利能力不断增强。

虽然目前公布一季报业绩预告的公

司只有

66

家，但依然可以管中窥豹，如果

同一行业中出现多家公司预告业绩增

长， 就很可能表明该行业具有较高的成

长性。

比较典型的是维生素行业。 金达威

和花园生物一季度业绩预告均大幅增

长，预计净利润增幅中值分别达到

4

倍和

6

倍，而业绩增长的原因，两家公司均表

示是产品涨价所致。二级市场上，两公司

股价走势也比较坚挺， 年内分别上涨

6.57%

和

4.2%

， 而同期中小板指下跌了

1.47%

，创业板指跌幅为

0.52%

。

此外， 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也有多家

公司预告业绩增长，如寒锐钴业、江特电

机、新纶科技

3

家公司，一季度净利润预

计增幅中值分别达到

409.85%

、

345%

和

145%

。

汇率双向波动增强

企业需强化风险管理意识

证券时报记者 孙璐璐

年初以来，由于美元走势疲软，人

民币对美元汇率涨势颇为强劲，1 月

份更是创下有历史记录以来的单月最

大涨幅。 不少研究机构纷纷上调今年

人民币汇率走势的预期， 甚至将年底

前人民币对美元汇率点位预测乐观地

锁定在 6.2～6.1 区间。

然而， 作为零售外汇市场的主要

参与主体———企业， 对人民币汇率的

走势预期似乎并不像研究机构那么一

致看涨。 尽管 1 月在岸人民币对美元

累计升值达 3.5%左右，但国家外汇局

公布的当月银行结售汇数据显示，强

劲的人民币走势并未激发企业高涨的

结汇热情，相反，1 月货物贸易的结汇

率只有 51%， 处于近一年多以来的低

位， 当月银行代客结售汇更是没有出

现预期的顺差扩大的格局， 而是环比

缩小近 300 亿元人民币。

人民币对美元持续升值， 企业却

不赶紧结汇锁定汇率损失， 这与此前

的市场行为不太一样。在以往，如果企

业手握外汇（多为美元），面对美元的

持续疲软而人民币相应迅速升值，可

能会按捺不住“早结早受益” ，但现在

货物贸易结汇率低位运行， 说明不少

企业手持外汇待价而沽， 对人民币汇

率走势并没有形成单边上涨预期。

有意思的是， 反映企业和居民总体

汇率预期的银行代客结售汇仍是顺差，

说明外汇市场的参与者整体对汇率走势

抱以稳定的预期， 只是企业内部等个别

主体出现了预期分化。 这其实是个可喜

的现象，也是货币当局所乐见的。单边升

值或单边贬值的一致预期极易引发羊群

效应，人为放大汇率走势的动荡。一个成

熟的外汇市场， 本就该各类交易主体对

汇率走势有不同的看法， 并以此形成分

化的交易行为取向， 进而再对汇率走势

形成双向波动的影响， 这也是人民币汇

改的终极目标。

更为重要的是， 货币当局也应继续

加强预期引导， 强化投资者对中长期人

民币对一篮子货币的稳定预期。 去年四

季度以来， 在人民币对美元持续上涨的

情况下，同时期的 CFETS（中国外汇交

易中心暨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指

数保持基本稳定， 这令越来越多的投资

者相信货币当局期望的是人民币对一篮

子货币的基本稳定。 而人民币对一篮子

货币稳定的时间越长， 人民币对美元双

向波动的预期越会深入人心， 单边升值

或贬值的市场一致预期越难形成， 也就

越有利于外汇市场的健康良性发展。

当然，不容忽视的是，随着人民币汇

率市场化形成机制进一步完善， 当投资

者（尤其是企业）逐渐习惯于汇率的双

向波动时， 就更应该加强对汇率风险的

管理。

由于此前人民币多呈现单边走势，

企业运用外汇掉期等汇率套期保值工具

的动力并不足， 甚至把套期保值当作一

种投机赚钱的工具， 扭曲了其本有的锁

定不确定风险的基本功能。 人民币汇率

双向波动愈发成为常态， 企业再赌单边

走势预期将承受重大汇率风险， 正确运

用好套期保值工具， 树立风险中性的汇

率管理意识才是当务之急。

此外， 人民币汇改不单是完成汇率

定价机制的市场化改革， 外汇市场也需

要通过丰富完善衍生品工具、 增加市场

交易主体等提高活跃度和成熟度， 特别

是仍有不少企业反映当前汇率套期保值

成本高，影响了其使用该工具的意愿，这

也是外汇市场交易不发达的一种体现。

可见人民币汇改仍非一日之功， 尤其是

深化外汇市场改革依旧任重道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