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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京东等作诚信承诺：坚决不
制假售假偷税漏税】

昨日，中国网络社会组织联
合会、中国互联网发展基金会
在北京举行电子商务诚信签名
活动启动仪式，阿里、京东、苏
宁、美团等 10家企业高层现场
宣读电子商务诚信商家承诺
书，承诺制假售假、偷税漏税、
诱导、欺骗或威胁消费者删改
售后评价等事坚决不做。此外，
还共同签署 《电子商务诚信公

IMF 预测中国经济今年增长 6.6%
约》，明确坚决抵制虚假广告、 测，但将 2019年的增速预测下
调 0.2个百分点至 6.4%。
抵制刷单炒信等。
评：好事情。
评：仍比较看好中国。

●王莉
【京津冀租房报告： 北京平均月租
78元/平米】

昨日，58安居客房产研究院发
布《2018京津冀城市群租赁报告》。
报告显示，京津冀城市群中，49.9%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日
工信部昨日在官网发布 2018 的租房需求集中在北京，天津、石家
前发布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
报告（WEO）。相较于今年 7月的 年 1-8月电子信息制造业运行情 庄分别占比 14.1%和 9.2%。京津冀
预测，IMF预计 2018年和 2019 况。1-8月，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 城市群区域内的租赁房源面积多在
年全球经济增速为 3.7%，较 7月 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3.3%，快于 90平方米以下，占比高达 67.6%。
下调 0.2个百分点。IMF也警告 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速 6.8个百 从租金来看，北京 2018年平均月
租金为 78.2元 / 平方米。
称“阴云正在浮现”。IMF维持了 分点；其中，8月份增长 17.1%。
评：热门行业。
评：城区郊区差别很大。
对中国经济今年增长 6.6%的预

【IMF两年来首降全球增长前景】

【工信部：前8月电子信息制造业保
持平稳增长态势】

三季报大幕全面拉开

858 家公司业绩预喜
三季报窗口已然开启。 昨天，沪市首份三季报出炉。 凌钢股份（600231）以 12.77 亿元的前三季度净利润，为沪
市上市公司开启三季报之窗。本周二，深市的炼石有色（000697），也披露了深市首份三季报。至此，沪深两市三季报
披露大幕全面拉开。

的借款利息的计提及美元借款本息发生 王”将成为主流核心逻辑，对驱动股价上涨 （300107）、三特索道（002159）等 9家公司
汇兑损失，致使财务费用增加，这是造成 所起到的作用正大幅增加，10月份业绩浪 预计三季报净利润同比增长均逾 10倍。
公司业绩下降的主要因素。此外，三季报 行情有望升温。
凌钢股份的三季报显示，公司前三季 显示，上述两家公司都获得了“聪明资
机构看好业绩超预期个股
度净利润 12.77亿元，同比增长 28.21%； 金”的青睐。炼石有色报告期内获得全国 近七成业绩预喜
营业收入 158.04亿元，同比增 17.89%。前 社保基金增持 200万股，凌钢股份则被
业内人士表示，三季报披露季，投资者
东方财富数据显示，截至昨天收盘，沪 可关注业绩超预期增长的绩优品种，尤其
三季度每股收益为 0.46元，净资产收益率 陆股通资金增持 1562.7万股。
深两市共有 1253家公司发布三季报业绩 是首批披露三季报的绩优上市公司，后市
16.97%。
预告，其中，有 858家公司业绩预喜，占比 有望获得市场主流资金的追捧。东方证券
公司表示，报告期内，公司的三大产 本周还有 5 公司披露三季报
品——
—型材、板带材、管材，平均售价均较
近七成。值得一提的是，有 179家公司三 预计，A股 2018年业绩增速 10%至 13%，
去年同期提升了 15%以上。其中，型材平
沪深两市三季报披露时间表显示，本 季报净利润有望翻番。而市场的投资逻辑 关注上游油气、必需消费、军工等板块景气
均售价为 3556元 / 吨，较上年同期增长了 周余下的几天，还有 5家上市公司将披露 也十分清晰，有业绩支撑的绩优股，更容易 是否可以维持，以及银行、保险、建筑等板
块业绩复苏的持续性。
15.07%。此外，公司的主营产品型材产量、 2018年三季报，他们分别是：佳都科技 受到大资金的青睐。
销量分别同比增长了 6.36%、4.12%。
（600728）、中华企业（600675）、旗滨集团
目前，金固股份（002488）预告净利润
申万宏源则认为，外资偏好的核心资
炼石有色（000697）的三季报却没有 （601636）、方正科技（600601）和南威软件 上限为 1.5亿元，同比增长 5129.03%，是 产和熊市占优的高股息板块节前已兑现了
那么靓丽。公司 2018年前三季度营业收 （603636）。这其中，南威软件已发布业绩 目前为止预告净利润同比增长上限最多的 明显的赚钱效应，短期市场快速回调时未
入 10.87亿元，同比增加 158.58%，归属上 预增公告，预计业绩增长 245.56%左右。 公司。此外，通达股份（002560）、希努尔 必能防御。但回调之后仍是中长期配置的
业内人士认为，根据以往经验，三季报 （002485）、天山生物（000877）、全志科技 买点，三季报业绩超预期的个股将是下一
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业绩的披露将会成为未来一段时间内影响 （300458）、易世达 （300125）、鲁亿通 阶段的重点。
下滑 10.17%，为亏损 2.15亿元。
北京晨报首席记者 王洁
公司表示，收购 Gardner100%股权 个股甚至板块走势的重要因素。而“业绩为 （300423）、华东重机（002685）、建新股份
沪深的三季报都开局了

走进网点微课堂 走出网点进万家

民生银行北京分行普及金融知识在行动

九月，民生银行北京分行积极响应监管
号召，辖内 90余家支行以多种形式持续开
展“金融知识普及月金融知识进万家”暨“提
升金融素养争做金融好网民”活动，针对不
同人群金融知识的薄弱环节开展宣教。
走进校园 启蒙青少年财商
日前，民生银行北京榆垡支行来到大兴
区金海小学，面向该校六年级学生开展了一
场生动的反假币知识讲座。民生银行工作人
员从货币的基本职能导入，让学生们对人民
币作为我国法定货币的地位建立清晰的认知
和尊重；其后，工作人员展示了 2015版假币
的防伪特征：透光观察水印头像，光变油墨以
及人民币手工雕刻头像等；最后，工作人员还
倡导同学们在收到压岁钱后，由父母陪伴开
立银行储蓄账户，从小养成存钱的良好习惯，
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念。
除了走进学校，民生银行北京南苑支行、
环保园支行、总部基地支行等多家机构还邀
请“小客户”们来到网点，参与到该行特色的
“小小银行家”主题活动中。数十组亲子家庭
共同参与，孩子们在父母的陪伴下，从学习钱
币的发展史、鉴别人民币真伪的方法，到认识
自助设备、去取款机取钱等，通过互动小游戏
让孩子们愿意学、学得懂、记得牢，从小启蒙

银保监会：我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寿险市场
说，当前寿险业发展一定程度上还是依靠
据新华社电 银保监会副主席黄洪 10
日在深圳表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寿险业 铺摊子，创新驱动对发展的支撑力度有待
获得极大发展，2017年成为世界第二大 加强，银保监会将引导行业加快调整转
寿险市场，中国平安和中国人寿两家公司 型，迈向高质量发展。
他表示，寿险业要着力摆脱同质化竞争，
进入世界保险公司前十强。
黄洪在此间举行的 2018中国寿险业十 从人力推动向技术推动转变，将人工智能、大
月前海峰会上说，2017年以来，寿险业加速 数据等新技术运用到产品设计、业务开展、流
回归保障本源，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明显 程管理等方面，实现服务能力大幅提升。
“未来要加快完善各项体制机制，夯实
增强，去年为全社会提供风险保障 1118万
亿元，城乡居民大病保险覆盖 10.6亿居民。 行业发展基础。”黄洪说，要着力改善公司
“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断提高， 治理机制，切实解决部分保险公司存在的
寿险业发展质量有很大提升空间。”黄洪 股权关系不透明、股东行为不合规等问题。

财商、培养孩子们的金融理财意识。
走进地铁 教授务工人员验钞
9月18日上午，民生银行分行的工作人
员来到北京地铁四惠站搭建宣传展台，向来
往务工人员开展了一场“杜绝假币 从我做
起”的专题宣传活动。工作人员介绍了鉴别人
民币的方法，并拿出真假钞实物对照给前来
咨询的乘客讲解，同时，还普及了金融消费者
日常经济活动中必要的金融知识，提高防范
诈骗的能力，广受现场乘客好评。
走进社区 引导老年人正确理财
广告
宣传月期间，民生银行北京地区的多家
支行走进三源里社区、景和园社区、园外园茶 锦州银行北京分行美元智能储蓄存款值得青睐
锦州银行北京分行推出美元智能定期储蓄存款，5万美元起存，一年期 3.25%，二年期 3.38%；
棚公园等周边社区、园区，针对老年人开展金
融知识普及工作，着重为老年客户讲解了理 1万美元起存，一年期 3%，二年期 3.12%；1000美元起存，一年期 2.5%，二年期 2.6%。提前支取靠
财产品选择的基础知识和电信网络诈骗的识 档计息。美元定期储蓄存款，保本保息，让您的美元资产实现稳健增值。详见下表，欢迎惠顾！
别技巧，引导老年消费者正确合理地选择金
锦州银行北京分行美元定期储蓄存款利率表 年利率（%）
融产品和服务。
（美元）
二年
一年
六个月
三个月
一个月
据悉，本次金融知识普及活动以厅堂为 起存金额
5 万（含）以上
3.38
3.25
2.99
2.73
1.3
主阵地，多家支行在客户等候区均开设有微
3
2.76
2.52
1.2
3.12
1 万（含）-5 万
沙龙，面向客户讲解防范金融诈骗的案例，增
1000-1 万
2.1
1.0
2.5
2.3
2.6
强客户风险意识，普及金融知识。下一步，民
服务电话：锦州银行北京分行
（
建国门北大街
5
号）：85072237
生银行北京分行将加大金融知识的宣传普及
力度，切实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营造良好的 中关村支行：62418618 国 贸 支 行 ： 58692708 亚运村支行：84100156
华威桥支行：87320018 阜成门支行：68039098 京广桥支行：57755005
（张彤星）
金融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