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常烟专〔2018〕公字第90号

2018年7月5日，我局稽查人员

会同邮政执法人员在百世快运进行

检查，查获单号：10844158964，内

装卷烟。根据《烟草专卖行政处罚程

序规定》第五十八条、《江苏省烟草专

卖管理办法》第三十条规定，限当事

人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三十日内到

我局接受案件调查，如货主逾期不

到，则该批卷烟将作为无主财产，由

我局依法进行处理。

常州市烟草专卖局

二○一八年七月十七日

江 苏 省 常 州 市 烟 草 专 卖 局 公 告
常烟专〔2018〕公字第92号

2018年7月3日，我局稽查人员

会同邮政执法人员在申通快递进行

检查，查获单号：400135090084，内

装卷烟。根据《烟草专卖行政处罚程

序规定》第五十八条、《江苏省烟草专

卖管理办法》第三十条规定，限当事

人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三十日内到

我局接受案件调查，如货主逾期不

到，则该批卷烟将作为无主财产，由

我局依法进行处理。

常州市烟草专卖局

二○一八年七月十七日

常烟专〔2018〕公字第91号

2018年7月7日，我局稽查人

员会同邮政执法人员在全一快递

进 行 检 查 ，查 获 单 号 ：

113112423384，内装卷烟。根据

《烟草专卖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

五十八条、《江苏省烟草专卖管理

办法》第三十条规定，限当事人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三十日内到我

局接受案件调查，如货主逾期不

到，则该批卷烟将作为无主财产，

由我局依法进行处理。

常州市烟草专卖局
二○一八年七月十七日

常烟专〔2018〕公字第95号

2018年6月28日至2018年7月8日，我局稽查人员会

同邮政执法人员在韵达快递进行检查，查获单号：38328011

52556、3832801152433、3832801152286、383280115238

6、3832780582105、3832780581674、3832780581725、38

32801152385、3832800958612、3832800958375、383280

0958458、3832800742011、3832800878045、3832800597

968、3832800597870、3832800597969、3832800289237，

内装卷烟。根据《烟草专卖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五十八条、

《江苏省烟草专卖管理办法》第三十条规定，限当事人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三十日内到我局接受案件调查，如货主逾期不

到，则该批卷烟将作为无主财产，由我局依法进行处理。

常州市烟草专卖局
二○一八年七月十七日

常烟专〔2018〕公字第93号

2018年7月5日，我局稽查人

员会同邮政执法人员在速腾快运

进 行 检 查 ，查 获 单 号 ：

66608245754，内装卷烟。根据

《烟草专卖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

五十八条、《江苏省烟草专卖管理

办法》第三十条规定，限当事人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三十日内到我

局接受案件调查，如货主逾期不

到，则该批卷烟将作为无主财产，

由我局依法进行处理。

常州市烟草专卖局
二○一八年七月十七日

常烟专〔2018〕公字第94号

2018年7月10日，我局稽查人

员会同邮政执法人员在中通快递进

行检查，查获单号：528048560296、

528046317819，内装卷烟。根据

《烟草专卖行政处罚程序规定》第五

十八条、《江苏省烟草专卖管理办法》

第三十条规定，限当事人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三十日内到我局接受案件

调查，如货主逾期不到，则该批卷烟

将作为无主财产，由我局依法进行

处理。

常州市烟草专卖局
二○一八年七月十七日

“競业园D区”项目前期物业管理招标公告
“競业园D区”项目位于常州市天宁区茶山街

道劳动中路以北、丽华北路以东，项目规划总建筑
面积约185648.06㎡。

一、招标单位：常州桑麻置业有限公司
联系人：顾亦丰 联系电话：15861188258
二、承办单位：常州市物业管理协会
联系地址：常州市新北区黄河东路88号607室
联系人：巢林 联系电话：0519-85160886
三、投标资格：（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

力；（2）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3）具有履行合同所
必需的设备；（4）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专业技术
能力及对应的社保记录；（5）有依法缴纳税收和健
全的财务会计制度；（6）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
法记录；

四、报名日期：2018年7月17日至2018年7月
19日上午9：00—11:30，下午1:00—4：30。

五、现场报名地点：常州市新北区黄河东路88
号607室

1、先在常州市物业管理系统(企业端)进行网上
预报名；2、网上审核通过后办理现场确认。

六、报名时需提供的材料：1、营业执照副本原
件（复印件一份）；2、市物管处出具的诚信证明；3、
公司简介和业绩资料；4、外地企业投报的要增带常
州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物管处出具的有效期
内的证明（复印件一份）；5、投标资格审核表(常州
市物业管理网http://www.czwyglw.com自行
下载)；6、上述材料复印件需加盖公章。

常州桑麻置业有限公司
2018年7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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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28日——创业路演日
免费路演、权威指导、投融对接

常州市科协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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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稿请寄：
大庙弄32号常州市科学技术协会办公室
邮编：213003
电子邮箱：czkxbgs@163.com
网址：kx.changzhou.gov.cn

常州日报与常州市科学技术协会联办

6月5日，我国风云二号气象
卫星家族的最后一颗星——风云
二号 H 星成功发射。应世界气
象组织及亚太空间合作组织要
求，风云二号 H 星的定点位置将
由原定的东经 86.5 度更改为东
经79度。

“风云二号 H 星定点位置向
西部布局，有着重要意义。”国防科
工局、国家航天局系统工程司副司
长赵坚说，这使我国风云系列静止
轨道气象卫星可有效覆盖我国全
境、“一带一路”沿线、印度洋和大
多数非洲国家，让这些国家和地
区更好地应对自然灾害的挑战。

填补印度洋区域
静止轨道气象卫星监
测空白

“风云二号 H 星是风云二号
卫星工程发射的最后一颗星，该
星对确保我国静止轨道气象卫星
业务的连续稳定和向第二代静止
轨道气象卫星风云四号平稳过渡
具有重要意义。”赵坚说，风云二
号 H 星进一步优化了“风云”系
列气象卫星的轨道布局，更好地
覆盖我国天气系统上游地区，在
更大的范围内获取气象资料，提
高我国天气预报准确率和应对气
候变化的能力，减轻自然灾害造
成的损失。

“另外，风云二号 H 星响应
了世界气象组织希望中国加强印
度洋区域的卫星观测，避免该区
域出现静止轨道气象卫星监测空
白的建议，可为‘一带一路’相关
国家以及亚太空间合作组织成员
国提供气象卫星监测服务。”赵
坚说，根据国际灾害数据库的统
计，“一带一路”沿线高山、沙漠、
海洋等无人区较多，气象资料缺
乏，自然灾害严重，相对灾害损失
是全球平均值的两倍以上，且以

气象灾害居多。风云二号
H 星定点位置向西部布
局，可以帮助这些地区应
对自然灾害。

“2018 年 4 月 13 日，
世界气象组织给中国气象
局来函，希望中国气象局
尽可能考虑加强印度洋区
域静止气象卫星观测。”风
云二号卫星地面应用系统
总指挥、中国气象局国家
卫星气象中心副主任魏彩
英介绍，为了使风云气象
卫星更好地为“一带一路”
相关国家气象防灾减灾提
供服务，风云二号 H 星完
成 4 个月在轨测试后将布
置 到 东 经 79 度 赤 道 上
空。在“一带一路”沿线遭
受台风、暴雨、强对流、森
林草原火情、沙尘暴等灾

害时，可通过世界气象组织常任
代表或其指定的联系人申请启动
风云气象卫星国际用户防灾减灾
应急保障机制，中国气象局将调
动值班的风云气象卫星，对受灾
区域进行五六分钟一次的高频次
区域观测，并处理生成图像和定
量产品，通过中国气象局卫星广
播系统、国际互联网及卫星广播
直接接收等多种方式向申请国家
提供卫星云图及相关定量产品，
为其防灾减灾救灾提供及时的信
息保障。

赵坚说，风云二号 H 星成功
发射后，我国将对“一带一路”相
关国家和亚太空间合作组织成员
国免费分发风云气象卫星数据和
产品，将我国赠予亚太空间合作
组织成员国的卫星云图接收站进
行免费升级并提供风云卫星气象
应用技术培训，满足该地区对静
止轨道气象卫星数据获取及应用
的急需状态。

目前东半球的气
象预报主要靠中国的
气象卫星

“风云二号 H 星是风云二号
卫星工程发射的最后一颗星。经
过40多年发展，我国风云气象卫
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算上
本次发射的风云二号 H 星，到目

前为止，我国已成功发射了17颗气
象卫星，有 8 颗卫星在轨运行，形成
了风云一号、风云三号极轨气象卫
星和风云二号、风云四号静止轨道
气象卫星两大系列，并实现了升级
换代。”赵坚说，我国现在可以对全
球和区域范围内的极端天气、气候
和环境事件进行及时高效观测。

“经过近四十年的发展，风云二
号系列卫星应用技术不断提高，成
为我国定量化应用最好的卫星。卫
星资料和产品已广泛应用于生态文
明建设、防灾减灾、应对气候变化等
重要领域，特别在台风、暴雨、大
雾、沙尘暴等监测预警中发挥了重
要作用，成为预报员监测重要天气
必不可少的手段，为各级政府防灾
减灾提供更加准确的决策信息。”
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孙军介绍，以风
云二号 H 星为例，我国天气系统大
部分自西面移动而来，例如寒潮、
降水云带等，一般以自西向东路径
从中亚进入新疆，进而影响我国西
北、华北乃至全国大部分地区。这
颗卫星具有独特的定点位置，可以
更好地观测中亚地区和印度洋上
空的天气系统，
帮 助 我 国 预 报
员 及 时 获 取 天
气 系 统 演 变 情
况。

“目前形成
了我国风云系列

气象卫星、美国（日）气象卫星与欧
洲气象卫星三足鼎立的局面，而东
半球的气象预报主要靠我国的气象
卫星提供相关资料。”魏彩英介绍，
风云系列气象卫星已经达到了国外
同类卫星的先进水平，大大缩小了
与发达国家在气象卫星等高技术领
域的差距，被世界气象组织列入国
际气象业务卫星序列，成为全球综
合地球观测系统的重要成员，正在
为全球 80 多个国家和地区、国内
2500 多家用户提供卫星资料和产
品，确定了我国地球观测领域的国
际地位。

到 2025 年 我 国
将有 11 颗气象卫星投
入使用

“风云二号 H 星成功发射后，
我国还会发射其他气象卫星，提高
我国气象精细化服务和保障水平。
根据《国家民用空间基础设施中长
期发展规划（2015—2025 年）》，我
国明确与气象事业紧密相关的有
11 颗卫星。”赵坚说，确保后续业务
运行的有3颗风云三号卫星，2颗风
云四号卫星，1 颗晨昏轨道气候卫
星，1 颗高精度温室气体探测卫星
和 1 颗高光谱卫星。此外，全新研
制的有 1 颗静止轨道微波探测卫星
和2颗降水测量雷达卫星。

赵坚介绍，我国还将全新研制
静止轨道微波探测卫星。将静止
轨道遥感探测的高时效性优势和
微波对云雨大气独具的穿透性探
测能力相结合，有力提升对快速变
化的台风、暴雨等灾害性天气系统
的监测预警能力。该星成功发射
后，将与风云四号静止轨道气象卫
星组网运行，大幅度增强我国对天
气预报，尤其是对降雨预报、气候
预测、自然环境和自然灾害精细监
测的能力。

“我国还将研发降水雷达测量
卫星。采用主动降水测量与被动微
波和光学成像遥感相结合，实现降
水和云雨大气参数遥感探测，获取
融化层高度和厚度信息，为提高降
水数值预报的准确率，提供有力支
撑。”赵坚说。 来源：光明日报

风云二号H星成功发射 助力“一带一路”国家应对自然灾害

记者从中国科学院
空间应用工程与技术中
心获悉，该中心科研人
员近日在瑞士利用欧洲

失重飞机，成功完成了微重力环境下陶瓷材料立体光刻成形
技术试验，以及微重力环境下金属材料铸造技术试验，为我国
空间站、深空探索等任务中实现“太空制造”拓宽了技术路线。

本次试验共进行了28次微重力、2次月球重力和2次火星
重力飞行，搭载的两套装置分别对陶瓷材料和金属材料进行了
预先计划的制造任务，共获得10件陶瓷样品和8件金属样品。

微重力环境下粉末材料难以在制造过程中得到有效控制，
国际上普遍采用丝状材料作为太空制造的主要材料形态，但后
者的一次成型精度和表面光洁度较低，实际应用潜力受限。

中科院太空制造技术重点实验室（依托单位为空间应用
中心）自主研发的类固态膏体材料，是一种可在失重环境中约
束精细粉末的新材料形态，具有适应多种微重力条件的流变
特性。使用该材料可有效保证制造过程中材料形态的稳定，
为微重力环境下粉末材料的高精度成型提供了新技术途径，
有望在未来实现半导体、光学部件、微机电系统等产品在太空
探索任务中的原位快速制造，也为月尘月壤等月球资源的就
位利用提供了新技术途径。

中科院太空制造技术重点实验室是国际上第一个以先进
太空制造技术为研究主题的实验室，继2016年牵头开展我国
首次“太空 3D 打印”技术实验后，历经两年多的研究和准备，
自主研发了本次任务所用的纳米级类固态陶瓷膏体材料、3D
打印陶瓷耐高温模具以及两套试验装备，为我国在太空中实现
多种材料的高精度制造奠定了必要技术基础。 来源：新华网

中科院：

未来可用新型陶瓷材料
做“太空3D打印”

在经历了几日的反弹后，16 日 A 股市场出现小幅回调，
所有指数均以绿盘报收。

当天上证综指收报 2814.04 点，较前一交易日跌 17.14
点，跌幅为 0.61％。深证成指收报 9317.36 点，跌 9.61 点，跌
幅为 0.10％。中小创以微跌报收，创业板指数跌 0.10％至
1616.91点。中小板指数跌0.04％，以6501.38点收盘。

沪深两市个股跌多涨少，有 1506 只交易品种收涨，1802
只交易品种下跌。不计算 ST 个股和未股改股，两市逾 40 只
个股涨停。

当日，沪深两市成交继续下降，成交总量约 3200 亿
元。 据新华社

昨日A股小幅回调

上证综指 2814.04 -17.14 -0.61％
深证成指 9317.36 -9.61 -0.10％

据统计，截至 7 月 15 日，沪
深两市共有2092家A股公司发布
了 2018 年上半年业绩预告。其
中，沪市公司205家、深市主板公司
251家、中小板公司907家，创业板
公司729家，中小板、创业板预告披
露占比分别达99.45%、100%。

在已披露上半年业绩预告的
2092 家 A 股公司中，共有 1415
家公司预喜(包括预增、略增、扭
亏等)，占比 67.64%。其中，757
家公司的预计净利润最大同比增
幅不低于50%，占比为36.19%。

分行业看，钢铁、建材、房地产
等板块上半年业绩增势喜人，是构
筑A股公司整体增长的主力。

417 家公司预增幅
度达100%

先看总体情况，2092 家已披

露上半年业绩预告的公司中，预
增 563 家、略增 555 家、续盈 185
家、扭亏 112 家；略减 222 家、首
亏 118 家、续亏 108 家、预减 191
家；另有38家公司不确定。

在“增长阵营”中，有相当一
部分公司预期增幅显著。数据显
示，目前有多达757家公司预计上
半年净利润最大同比增幅不低于
50%，其中417家公司预计同比增
幅超过100%。与往年情况相似，
主营业务发力、重组并表及非经常
损益是公司大幅预增的主因。

例如，中石科技预计上半年
扭亏为盈，实现净利润4000万元
至 4500 万元，公司解释称，由于
采取了多项措施，主营业务收入
较上年同期有一定增长。类似还
有中兵红箭，由于超硬材料板块
延续良好经营态势，公司预计扭
亏，上半年预计实现净利润 1.45
亿元至1.65亿元。

国际医学的大幅预增则是依
靠非经常性损益，公司 7 月 13 日
公告，由于出售开元商业股权事

项在上半年完成，预计当期实现
净利润21.9亿元至22.3亿元。

多个行业增势良好
如果以行业合计净利润为衡

量指标，采掘、商业贸易、钢铁、建
材、房地产表现较好，以预计净利
润同比增幅下限计算，上述几大行
业的同比增幅都超过50%，分别达
406.76% 、206.29% 、162.04% 、
88.77%及87.9%。

如果以行业内预喜公司占比为
衡量指标，则银行、钢铁、建筑装饰、
建材、医药生物、化工及国防军工表
现较好，仅统计已披露业绩预告的
公司，这些行业内预喜公司数量占
比分别达100%、94.12%、82.81%、
80.7%、80.57%、75.32%及75%。

整体表现较好的行业与其市
场格局有着明显关系。例如，天
风证券认为，房地产公司业绩较
好与上半年房地产市场升温有
关。今年 1 月至 5 月，全国商品
房 累 计 销 售 金 额 同 比 增 长
11.8%，较前值回升 2.8 个百分

点，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连续 3 个
月维持在10%以上。

钢铁板块则出现业绩集体大爆
发的情况。17 家已披露业绩预告
的上市钢企中，上半年净利润预计
上限额超过 10 亿元的多达 9 家，其
中，太钢不锈、鞍钢股份、华菱钢铁、
三钢闽光的预计净利润上限额甚至
都超过了30亿元。

对于利润增长的原因，不少钢
铁、采掘、建材公司都提到了“供给
侧结构性改革”，部分公司表示，主
要产品仍处于供求紧张的市场格局
中，促使产品价格上涨或保持高位，
带动利润不断增加。

中小创回归内生增长
由于中小创公司上半年业绩预

告几乎披露完毕，梳理相关数据可
较为全面地把握其上半年的运行情
况。如以预计净利润下限为指标进
行保守测算，中小板、创业板上半年
的 合 计 净 利 润 分 别 同 比 增 长
6.79%、2.14%。如果以预告净利润
区间中位数进行测算，中小板、创业

板上半年的合计净利润同比增速则
为21%和10.1%。天风证券还测算
了板块同比增速中位数，中小板、创
业板均约为15%。

先看创业板，729 家公司中，预
增 197 家、略增 232 家、续盈 31 家、
扭亏 25 家；略减 116 家、首亏 40
家、续亏21家、预减63家；另有4家
公司不确定。预喜占比66.53%，与
A股整体较为一致。

中小板的情况则略胜一筹，
907 家公司中，预增 199 家、略增
274 家、续盈 149 家、扭亏 41 家；略
减 84 家、首亏 41 家、续亏 30 家、预
减 81 家；另有 8 家公司不确定。预
喜公司占比为73.1%。

对于上述情况，有研究人士分
析称，不少行业呈现“头部集中”趋
势，个别规模较小的企业易受外部
因素影响而出现业绩下滑。另外，
资产减值等因素也在影响着个别公
司业绩表现。天风证券猜测，今年
创业板整体表现可能会相对平滑，
大概率回归 23%至 25%左右的内
生增速。 摘自《上海证券报》

近四成增幅50%以上

2092家上市公司预告上半年业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