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券商 10 月业绩受益于自营
同比小幅增长近 3%
一份亮眼的单月业绩简报，让
沉寂近两个月的券商股再度受到市
场关注。7 日，券商个股全线飘红，
龙头公司涨幅居前。8 日更是强劲
带动大盘创出新高。
统计数据显示，27 家可比上市
券商 10 月合计实现母公司口径(下
同)净利润同比增长近 3%，其中龙头
公司中信证券更是实现营收、净利
润同比双双倍增。
中信证券同比翻倍
今年 10 月仅 17 个交易日，这也
使得券商单月环比数据缺乏一定的
可比性。而从同比角度来看，受市
场整体回暖、两融数据回升等因素
带动，券商单月整体业绩较去年同
期出现小幅增长。
剔除次新券商股，27 家可比上
市券商母公司口径 10 月合计实现营
业 收 入 153.23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8.64%；合计实现净利润 63.42 亿元，
同比增长 2.80%。

仔细分析不难发现，整体业绩
小幅增长并非行业全线回暖，主要
增量来自于龙头券商和部分优质中
型券商。这也意味着，证券行业内
部的分化格局正在加剧。
中信证券母公司 10 月实现营业
收入 33.89 亿元，同比大增 102%，实
现 净 利 润 16.94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30%。刚刚过去的 10 月份，成了中
信证券今年以来最赚钱的一个月，
而公司最近一次单月净利润超过 15
亿元，还要追溯到 2016 年 3 月份。
从同比增幅来看，部分优质的
中型券商在 10 月份延续着业绩“蜜
月期”。以东方证券为例，公司今年
前三季度以 40%的净利润增速领跑
全行业，同时又在 10 月份实现营业
收入 8.64 亿元，净利润 4.13 亿元，较
去年同期均实现倍增，同比增幅分
别高达 168%和 237%。
另一方面，
部分中小型券商单月
业绩同比出现明显回落，
共有8家上市
券商10月净利润同比降幅超过五成。

现货降价
一、沙河厂家降价意味着淡季提前
到来
现在沙河地区最具旗帜性意义的沙
河安全和沙河迎新开始在 10 月底降价，
意味着沙河地区的淡季提前到来。沙河
安全是沙河地区最大的玻璃厂之一，共
有 8 条生产线，在产 7 条线。一般而言，
沙河地区价格都是跟随大厂定价。大厂
提高出厂价，其他中小厂家都会跟随，大
厂降价，小厂也会跟随降价。最近 2 年以
来，沙河安全定价非常强势。过去库存
高了，厂家会降价，库存较低才会涨价。
最近两年，沙河安全库存高了不降价，库
存低了继续涨价。这就造成沙河安全库
存一直都处于高位，但是由于此前 2 年整
个市场需求都能持续向上，所以沙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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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去通道化背景下，券商资管整体规模下降至
17.37 万亿，三季度的券商资管规模前 20 强“榜单”
亦明显缩水。
据中基协最新披露数据，截至 9 月 30 日，证券
公司资产管理业务规模为 17.37 万亿元，较今年二
季度末规模下降了 7228.32 亿元。这是券商资管规
模连续两个季度下滑规模超过 6500 亿。
中信证券以 1.79 万亿元位居三季度券商资管
规模第一，国泰君安资管、华泰资管、申万宏源证券
则分列第二、第三、第四，资管规模均超过 8000 亿
元。其中，国泰君安资管排名较二季度末上升一
位。
受“去通道、降杠杆”监管政策影响，前 20 强中
有 12 家资管规模在收缩。缩水最为明显的是海通
证券资管公司，总规模在今年三个季度末分别为一
季度末 8519.72 亿元、二季度末 6526.67 亿元、三季度
末 4526.7 亿元，从一季度末到三季度末 6 个月的时
间内规模减少了将近 4000 亿。
主动管理规模下降最明显的是中信证券、广发
资管、齐鲁资管、光大资管、广州证券等，5 家公司较
二季度下滑幅度超过 60 亿元。
值得一提的是，截至今年 9 月底，仅两家券商主
动资管规模占比该公司资管总规模超过五成，分别
是华融证券和广发资管。华融证券三季度主动管
理规模为 1993.37 亿元，行业排名第五，占资管总规
模的 66%；广发资管三季度主动管理规模 3430.22 亿
元，约占该公司资管总规模的 60%。
（中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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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期货迎来新一轮下跌

全的这种操作模式并没有出现大的风
险，但是最近沙河安全再也无力承担巨
大的库存压力，被迫向下游优惠。当前
仅仅是 10 月底，往年这个时候还没有完
全进入淡季，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厂家
库存仍然累积到无力承受的情况，这在
历年的玻璃市场中都是非常少见的。未
来玻璃市场的淡季将至少要长达半年之
久，如果照目前的模式累库，未来沙河厂
家库存累积幅度将会相当惊人的程
度。
二、山西利虎可以交割是市场忽视
的重大利空因素
FG1801 合约上山西利虎是可以交
割的品牌。以目前山西利虎的各种报价
来看，山西利虎未来仓单价格至少将比

沙河市场便宜 70 元/吨。目前市场普遍
以沙河地区 1500 元/吨作为现货基准价
计算升贴水，而山西利虎在沙河地区的
含税价不过 1430 元/吨，也就是说整个市
场对最便宜的仓单价格都出现了 70 元/
吨的高估。山西利虎是一家 8 月批的交
割库，FG1801 是山西利虎可以参与交割
的第一个主力合约。由于今年西北地区
需求一直不太好，所以当沙河跟随华东
和华南涨价的时候，山西地区涨幅弱于
沙河和华东地区，现在沙河市场价格相
对较低的德金、正大含税价在 1500 元/
吨，而山西利虎在沙河当地的贸易商含
税报价仅为 1430 元/吨。山西利虎到沙
河地区运费大概在 80 元/吨左右，扣除贸
易商返利后山西利虎的含税出厂价可以

低到 1350 元/吨。那么淡季开始以后，西
北地区后市价格只是到底会跌多少的问
题。对于趋势而言，未来价格将要下跌
才是关键。
三、操作建议
对于 01 合约 1370 元/吨以上都是非
常 好 的 建 仓 时 机 ，预 计 本 轮 将 要 跌 至
1250-1270 元/吨。1250-1270 元/吨是当
前沙河地区厂家成本线附近，在春节前
厂家成本预计难有松动，在春节前现货
价格跌至成本线以下可能会有难度。因
此在 1250-1270 元/吨以下建议空单离
场。
国泰君安海南分公司期货部 朱明龙
投资咨询从业资格号：
Z0010981

国泰君安网上营业厅 足不出户办理各项业务
国泰君安是国内最早开展各类创新业务的券商之
一。率先推出手机炒股软件“易阳指”，目前保持国内券
商 APP 下载排名前列。互联网金融时代，国泰君安证券
推出网上营业厅，快捷、方便、足不出户就能办理各种业
务，现在你还不知道的话，你就 out 啦。
适用客户：自然人客户
服务时间：时间:7*24 小时，
登录方式：
支持 一户通号/资金账号/身份证号登陆
进入方式：
方式一：平台网址 http://yw.gtja.com；
方式二：通过公司官网 www.gtja.com 导航中的
“网上营业厅”进入；
方式三：登录网上开户（登录网上开户 kh.gtja.com），
点击
“网上营业厅”
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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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通道+降杠杆
券商资管规模大缩水

四季度业绩预期向好
一位资深非银分析师表示，10
月券商业绩变动主要原因在于，部
分券商前期积累的可供出售金融资
产浮盈在单月实现落袋为安，从而
增厚了公司的投资收益。
招商证券非银团队同样判断，
底蕴深厚的大型券商业绩爆发主要
与自营业务释放利润有关。其预
计，各家券商对净利润的诉求是影
响其四季度业绩的重要变量，其中
拥有业绩底蕴的大型券商或将争先
释放利润。
从市场情况来看，今年行业龙
头股的良好表现，也为券商自营业
务发力提供了条件。
“ 今年市场这种
(偏好行业龙头股的)投资风格的持
续性很好，和券商、保险等大型资金
的投资思路很相符。”北京一位券商
分析师告诉记者，同时，市场在下半
年以来交易量出现回升，这也有望
使得券商经纪业务在四季度回暖。
(和讯)

财富
管理

周刊

本版责编 王昭全

方式四：在网上开户完成的页面，点击“其他业务
办理”链接进入。
可办理业务类型：四大板块，为您倾心服务
理财产品开通：包括君得利、现金管家、实时盈、天
汇宝、投资顾问服务等产品网上签约；
账户开通类：
包括证券账户、
君弘一户通、
融资融券、
期货、
港股、
个股期权等；
交易权限类：大宗交易、中小企业私募债、OTC 柜台
交易、新三板、约定购回等权限开通；
资金管理类：绑定三方存管银行、开通君弘一户通
转账功能、消费功能、君联天下功能等。
详情咨询：0898-68551157
关注国泰君安海南分公司微信公众号，获取更多信
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