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投资趋势
中小创市场更被看好

值得一提的是， 蓝皮书
还针对创业板和中小板进行
了研究，研究结果认为，中小
板、 创业板与主板上市公司
的创值能力差异已经越来越
明显。

蓝皮书指出， 创业板和
中小板上市公司的价值创
造能力领先于主板市场 。
2016年创业板、中小板和主
板的ROE（净资产收益率）分
别为9%、8.7%和7.2%， 若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ROE， 分别
对应7.6%、7%和4.9%， 因此
创业板和中小板的ROE都大
于融资成本5.8%， 而主板市
场盈利尚不能覆盖融资成
本。

蓝皮书还针对创业板、中
小板估值高的原因进行了分
析。蓝皮书指出，由于创业板、
中小板相对于主板较高的利
润率、较低的税费才使得投资
者给予创业板和中小板较高
的估值水平。 最新的数据
（2017年7月7日）显示，创业
板、中小板、深证主板和上证
主板的市盈率分别为50.29、
39、23.79、14.78倍。市盈率处
于较高水平一定程度上反映
了中小板、创业板市场的高成
长性。

近日，中金所通知称，自
9月18日结算时起，沪深300
和上证50股指期货各合约交
易保证金标准， 由目前合约
价值的20%调整为15%。招
商证券指出， 股指期货再次
松绑是政策复苏的重要指
征，将对A股市场产生利好。

凭借稳健的整体投资风

格， 长信基金旗下多只权益
产品今年以来获得较为可观
的收益。Wind显示，截至9月
19日，长信内需成长混合、长
信双利优选混合、 长信银利
精选混合、长信多利混合，今
年 以 来 收 益 率 分 别 为
25.94% 、20.41% 、17.90% 、
17.05%。 经济信息

股指期货再松绑利好A股市场

一年涨34%，漂亮100初试“牛刀”
社科院蓝皮书显示，在股市赚钱效应不佳的情况下，漂亮100投资组合跑出大牛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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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
社会科学院上市公司研究中心及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在京共同发布了《中国上市公司蓝皮书：中国
上市公司发展报告（2017）》（以下简称“蓝皮书”）。

据悉， 蓝皮书选取每个行业排名前5%的上市
公司， 构成漂亮100投资组合， 而该组合指数自
2016年7月1日至2017年7月2日累计涨幅高达
34%。

■记者 黄文成

遗失声明
涟源市华华网吧遗失涟源市质
监局核发的组织机构代码证正，
副本，代码：578624194，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岳阳电业局兴达经贸公司遗失
岳阳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2002 年
10 月 9 日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
本，注册号 4306001002105，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株洲天博通信服务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决议注销，请各债权人自
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
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
袁汝胜，电话：13974114901

遗失声明
湖南株洲化工集团三产有限公司
湘天桥照相馆遗失石峰区国税局
核发的税务登记证正， 副本，税
号：42242546091659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株洲化工集团三产有限公司
汽运分公司遗失石峰区国税局核
发的税务登记证正，副本，税号：
430204184285783，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岳阳电业局物资经营部长沙供
应站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外管分局 1997 年 12 月 19 日
核发的营业执照正副本，注册号
1839067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望城县高塘岭镇连江废旧回收
站遗失望城县工商行政管理局
2008 年 11 月 6 日核发的营业执
照正本,注册号 430122600042
540；遗失税务证正本，税号
43012219630110035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天堃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税 号 91430100396532125K）
遗失湖南省国家税务局通用机
打发票废票一份，发票代码 14
3001410128，发票号码 042928
15；遗失发票领购簿一本；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武汉兴德勤实业有限公司韶山
分公司遗失韶山市食品药品工
商质量监督管理局 2017 年 4 月
18 日核发号码 91430382MA4
LK8C19G 营业执照正副本，作废。

注销公告
汝城县索美装饰有限公司经股
东会决议注销， 请各债权人自
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
本企业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
人：黄旭红，电话 15073537589

◆黄晚兰遗失护士执业证书，编
号 200843024939，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株洲市芦淞区清新蔬菜种植农
民专业合作社遗失芦淞区国税
局和芦淞区地税局分别核发的
税务登记证正本，税号分别为：
湘国税字 430203079159101 和
湘地税字 430221196505255317；作废。

◆李琴遗失二代身份证，证号 430
621198808175745，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长沙伟文通讯科技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决议注销，请各债权人自
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
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
郭玉华，电话 15974255363

◆郭鑫遗失黑龙江交通职业技
术学院毕业证，证号：14053120
1406000096，声明作废。

◆高翌翔（父亲：高武，母亲：虞
丹）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号：
L43055689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岳阳南国绿色酒业有限公司遗
失由岳阳市质量技术监督管理
局核发的组织机械代码证正、副
本，代码 39430907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岳阳市云溪区陆城铜鼓山综合
码头遗失由岳阳市云溪区地税
局核发的地税证正 、副本，税
号 430603668568333，声明作废。

郑重提示：切勿盲目经济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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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产生遗失执业助理医师资格
证书，证件编码：1998432104
30422700401301，声明作废。

◆陈语琪（父亲：陈艳飞，母亲：
谭艳）遗失湖南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O430777685，声明作废。

◆徐可盛（父亲：徐洋，母亲：
陈琳） 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O430658754，声明作废。

◆贺正明遗失人寿保险车辆商业
险保单号:80511201643011100
6909 和 8051120164301110069
07,声明作废。

◆伊亚如湖南大学土木工程专业
2008 年毕业生遗失毕业证书，编
号 No.P00054089，特此声明。

◆李可卿（父亲：李彪，母亲：黄
兵莲）遗失湖南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F430282236，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通道九层岭茶业有限公司遗失
通道县工商局 2015 年 10 月 26 日
核发营业执照副本，证号：9143
1230MA4L1CEU6U，声明作废。

◆周葱遗失湘潭大学就业报
到证，证号 201710530100826，
声明作废。

◆曾勇 身份证号：430321197910
120010 遗失证书：职称英语中级
批准时间：2009 年 工作单位：湖
南益阳供电公司，声明作废。

◆颜晋遗失湖南大学硕士研究生
毕业证书，编号 105321200602001
448，声明作废。

◆万虹遗失湖南师范大学(汉
语言文学)专科毕业证,编号:
303075,声明作废。

◆何欣怡（父亲：何杰，母亲：
黄双）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M430852167，声明作废。

◆彭馨（父亲：彭望骏，母亲：张霞）
遗失湖南出生医学证明， 编号：
L430149767，声明作废。

◆田慧兰遗失长沙医学院报到证，
证号 201610823201658，声明作废。

◆吴泽有 C1 驾驶证遗失，证
号 430122197612241610，档案
号 430100265640，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出彩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决议注销，请各债权人自
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
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
李秀英，电话 13667311926

注销公告
湖南百达铭品商贸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决议注销，请各债权人
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
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
人：黄建秋，电话 15084999758

注销公告
湖南九藏文化科技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决议注销，请各债权人自
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内向本
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
龙泽平，电话 13054188620

遗失声明
茶陵县华信房产中介服务有限
公司遗失茶陵县地税局 2015 年
5 月 8 日核发的税务证副本，税
号 43022433851775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醴陵市三润烟花材料制造有限
公司遗失安全生产许可证副
本，编号：（湘）YH 安许证字
（2013）082932 ，声明作废。

9月17日，2017北京马拉松在
天 安 门 广 场 鸣 枪 开 跑 。 作 为
2014-2017北京马拉松的官方独
家保险赞助商，阳光保险再次为本
次赛事的30000名参赛运动员和
7000余名工作人员提供了全方位
的保险保障和志愿服务。

作为2014-2017北京马拉松
的官方独家保险赞助商，阳光保险
不仅为每位参赛选手和工作人员

提供最高50万元的人身保险保障，
保障比赛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意外
伤害事故或突发急性病（含猝死）
事故， 并且为整个赛事提供最高
300万元的公众责任险保障， 全方
位护航北京马拉松赛。

2014年以来， 为践行“健康阳
光”战略，阳光保险持续开展“阳光
下奔跑”系列活动，先后为北京马拉
松、扬州马拉松、武汉马拉松、无锡

马拉松、南京马拉松、郑开马拉松、
The�Color�Run彩色跑、深圳荧光跑
等80余场比赛的100万余名跑步爱
好者提供了全方位的保险保障和现
场志愿服务，并开通“直赔”服务，为
参赛选手提供现场理赔服务，深受赛
事组委会、 广大跑友及媒体好评。此
外，阳光保险还与北京市阳光保险爱
心基金会共同发起了“阳光奔跑”公
益计划，开展“阳光之星爱心计划”，
关注贫困山区孩子们的运动梦想。

■通讯员李安琪 经济信息

北京马拉松活力开跑 阳光保险再度护航

据悉， 蓝皮书根据各行
业上市公司价值评估综合排
名并参考各行业上市公司数
量选取每个行业排名前5%
的公司， 选出最能代表本行
业未来发展方向和盈利驱动
的上市公司，构成漂亮100投
资组合。

蓝皮书通过将这100只
股票采用市值加权的方法构
建“漂亮100指数”，自2016年
7月1日至2017年7月2日四个
季度内，漂亮100指数同期涨
幅高达34.81%， 与同期沪深
300指数16.26%跌幅形成鲜
明对比，说明漂亮100指数在
此期间取得了18.55%的超额
收益， 此外也远远超越同期
沪指涨幅。

特别是2017年2月份以
来， 漂亮100指数和沪深300
的差异化表现越来越明显，
反映了漂亮100投资组合优

于沪深300所代表的主体资
本市场， 其各行业上市公司
优秀的创值能力正在被各路
投资者所青睐， 创值能力不
断提高。

今年以来，“漂亮50”与
“要命3000”成为市场讨论最
多的话题，而且“漂亮50”成
为了市场争相追逐的对象，
“要命3000”则是资金逃离的
主要板块。以上证50为例，今
年5-8月4个月时间连续月度
涨幅超过2%， 其中5月份涨
幅甚至高达5.63%，遥遥领先
其他板块。

社科院此次提出的“漂
亮100指数” 更是优中选优，
多数为所在行业的龙头企
业，业绩往往领先于同行业，
其股票自然会受到市场追
捧。 投资者不妨参考这一投
资组合， 从中挑选出适合自
己的投资标的进行投资。

除此之外， 蓝皮书还提出了
“弱复苏与严监管”的概念，研究
了弱复苏和严监管背景下“安全
价值” 的特征及其凸显的缘由、
“安全价值” 之代表漂亮100投资
组合选股方法和市场表现。

蓝皮书总报告《弱复苏与严
监管：信用收缩下的“安全价值”》
指出，2016年以来，中国经济在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宏观政策刺激
牵引下实现弱复苏，突出表现在经
济增长率稳中有升、PPI价格指数
转正、 工业企业经营大幅改善、消
费和服务业支撑经济韧性提高四
方面。同时，国家持续推出一系列
严监管措施， 降低金融领域杠杆
率，确定金融创新边界，防止资金

脱实向虚，为资本市场健康发展和
其服务经济发展与转型奠定基础。
从总体市场而言，经济处于弱复苏
辅之严监管，加之美国加息周期与
缩表已经表明全球信用收缩，将会
导致大量资金逐步再次配置向“安
全资产”：债券市场上配置利率债、
股票市场上配置蓝筹股，防范风险
兼顾成长成为安全资产的首选。

这一点从当前市场的走势、
成交量等数据也可以看出， 市场
的信心正在逐渐恢复中。 上证指
数今年以来累计涨幅已达到
8.16%， 累计成交量已接近37万
亿元， 而去年全年的成交量为49
万亿元左右， 因此今年超过这一
数据可能性非常大。

优中选优
漂亮100跑赢大盘A

资金流向
蓝筹股等成安全首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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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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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优选出来的上市公司，业绩既领先于同行业，股价表现也相当“牛”。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