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股中报盘点：
五粮液最赚钱 红旗连锁最“土豪”
五粮液赚了40亿

资料图片

上周末，A股上市公司
2014年度半年报披露终于
收尾， 逾90家四川上市公
司也交出了上半年的 “成
绩单”。 秉承一直以来的
“优良传统”，上市川企中
报可以用 “喜多忧少”来
形容， 近70家盈利公司累
计净利润超过了140亿元。

一直以来，五粮液等知名白酒企业，都是
上市川企中盈利能力最强大的一个团体，虽然
近两年来，白酒行业景气度明显下行，但是凭
借着自身的竞争优势及一系列的措施，白酒上
市公司还是显现出极强的盈利能力。今年上半
年，五粮液就以40亿元的净利润，摘得了“最赚
钱四川上市公司”的桂冠。知名白酒企业泸州
老窖、新希望，分别以9.58亿元和9.5亿元的净
利润额，占据盈利榜第二和第三的位置。
其实，相比去年同期，受累于白酒业景气
度下行，五粮液和泸州老窖的业绩均出现了不
同程度的下滑， 两家公司也进行了多种尝试，
保证业绩的平稳运行。 如五粮液发力定制酒，
满足市场变化和客户的个性化需求；进一步开
拓电商合作平台，积极探索酒类销售渠道的创
新和拓展。泸州老窖对滞后于市场形势的市场
策略和营销方法进行了改进， 力争稳定高档、
理顺中档、拓展低档，使得上半年利润快速下
降趋势得到初步遏制。
与五粮液和泸州老窖相比，水井坊的业绩
就不那么乐观了， 今年上半年亏损约1.2亿元，
公司公告正搭建新形势下最佳的发展平台，预
计今年1月~9月仍亏损， 本年度完成上述平台
搭建工作后，有望恢复良好的发展态势。
此外，亏损额较大的企业包括：已经暂停
上市的*ST二重，其亏损9.36亿元；阳煤化工亏
损4.78亿元；因为重大事项停牌的川化股份，亏
损了2.38亿元。

和邦股份增长最快
除利润额外，很多投资者看重的还有净
利润增速，因为只有公司不断成长，才能支

融资余额超5100亿
中信证券：防范风险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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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对7月以来这波行情贡献最大者，“融
资”资金不可忽略。截至8月27日，A股融资余额
为5100.9亿元，较一个月前上升17.13%，融资交易
活跃度继续大幅上升。同时，融券余额为39.0亿
元，较一个月前下降了19.10%。
中信证券研究结果显示， 融资交易周期
大幅缩短到14天之后出现阶段拐点， 融资周
期已经进入上升阶段,从融资交易周期与市场
涨跌之间的关系来看， 市场已经进入风险释
放阶段。
中信证券同时指出， 融资余额增势可能
会下降， 融券余额可能会回升。2012年以来，
融资余额增速呈周期性变化， 而且滞后于市
场的周期性变化， 滞后期约为10到20个交易
日。目前，沪深300指数20日涨幅进入下行阶

段， 这意味着未来10个交易日左右的窗口上
融资余额增速可能会下降。同样，融券余额的
变化也滞后于市场的涨跌。最近几个交易日，
沪深300指数进入下行阶段， 由以往经验来
看，未来一段时间融券余额增速可能会回升。
基于调整后的融资余额增速， 相对看多餐饮
旅游、钢铁、建材、交通运输、食品饮料等板
块，相对看空电力及公用事业、计算机、机械、
石油石化等板块。
对于个股融资融券大幅变动， 中信证券
提示：过去5个交易日，被重点做多的股票有：
国海证券、中国宝安、东阿阿胶、莱宝高科、中
恒集团等；被重点做空的股票有：国投电力、
怡球资源、浙江医药、泛海控股、海普瑞等。
成都商报记者 朱秀伟

撑股价不断上行。从这个角度来讲，上半 年
最赚钱的五粮液并不占优势，和邦股份则脱
颖而出。
今年上半年， 和邦股份实现净利润6.73亿
元，同比增幅高达15.29倍，成为上半年业绩增
长最快的川股。而这种惊人增长的背后，实际
是源于收购和邦农科对于公司业绩的推动。
紧随和邦股份之后的，则是上半年净利润
同比增长近10倍，正全力打造“电视游戏第一
股”的金亚科技，公司称业绩快速增长主要是
因为经营计划有序开展，在持续专注主营业务
的同时，新业务拓展初见成效，同时强化内部
控制，费用降低。不过成都商报记者注意到，金
亚科技去年上半年净利润不足百万元，基数较
低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

引入战投+变相激励
银轮股份定增3300万股 09

今年以来，“土豪”被赋予了新的含义，成
为富有、慷慨的代名词，上市公司无疑是“土
豪”成群的一个团体。
根据choice数据终端显示， 截至6月30日，
在90多家四川上市公司中， 有3家公司持有的
货币资金额超过百亿元，分别是五粮液（200亿
元）、四川长虹（191亿元）和东方电气（109亿
元）。一位业内人士指出，资金面是否宽裕，对
于公司来说非常重要，充裕的资金意味着有能
力进行收购，或者发展新业务。
不过， 上述3家公司在半年报中并没有提
出分配方案， 反而是红旗连锁等3家公司给投
资者带来了惊喜。红旗连锁推出了上半年10转
10派0.54元（含税）的利润分配预案，堪称中
报最慷慨川股；四川路桥和国金证券，也都提
出了10转10的分配预案，与广大股东分享发展
成都商报记者 李智
的喜悦。

同步播报
沪指两月涨逾8% 投资者重返股市
最近两个月来，上证综指涨幅达到8.2%，深
证成指涨幅6.79%。
伴随股指峰回路转的， 还有股市开户数。
近两年股市的低迷令投资者渐失信心，越来越
多的投资者选择离开股市，由此形成的销户潮
一度令市场人气降到冰点。然而，这一状况正
在随着行情的转暖而改变。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最新披露的周报数
据显示，8月18日~8月22日当周，两市A股新增开
户数突破17万户，这已经是新增开户数连续四周
环比上升，同时也创出了今年6月份以来的新高。
与此同时，股市上的休眠账户数不断减少。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公司的数据，截至8月22
日， 沪深股市休眠账户数已经从年初的4270.49
万户减至4239.1万户，共减少31.39万户。
股市账户的“一减一增”，显示出行情回暖
新华社
下市场人气的积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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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经济新闻》是一张面向全国发行的财经
日报，周一至周五出版。成都各报摊有零售。订
报电话：028-86516389 。 更 多 精 彩 内 容 详 见
今日《每日经济新闻》报。

有松有紧
港股A股信息披露存三大差异
决战沪港通·赢在香江

3公司推高送转预案

证券

港股市场高度市场化，在信息披露上
也有一定程度的彰显。 一位长期持仓A股
和港股的投资者告诉记者，“相比之下，A
股信息披露更详细一些，而港股获得信息
比较困难，在港股市场上，投资者比的是
耐心、体力和眼光。”记者发现，港股和A
股在信息披露上主要存在三大差异。

差异一：
主板公司季报自愿披露
根据规定，在港股主板或创业板上市
的公司，须将公告分别登载于港交所和创
业板的网站上，一些上市公司会同时在公
司的网站登载有关公告。
投资者可以通过港交所网站查阅主
板或创业板上市公司公告。 常见的公告
内容包括：损益表、周年股东大会及特别
股东大会的详情、业务性质的转变、董事
人选的改变、股份截至过户日期、须予披
露的交易、关联交易、建议进行的供股、
配股安排、拟进行的收购活动或私有化，
以及就不寻常股价或交投量的波动作出
解释等。
港股和A股一个显著的差别在于：上
市公司定期报告的披露。根据规定，港股
主板公司只需公布半年报和年报，季报自
愿披露；创业板公司则需披露年报、半年
报和季报，并须在上市后两年内，每半年
把其上市文件中已列明的业务目标跟上
市后的业务表现作比较。

差异二：
高管报酬建议披露
从业绩报告的内容来看，除了经营状
况、营运业绩及现金流情况等外，港股业
绩报告要求披露的内容和A股公司也存在
一定差别。比如，在定期报告中，A股强制
要求披露董监高持股变动情况、高管报酬
情况等，但港股并未强制要求披露，而仅
仅是建议披露。

那么，港股上市公司的高管人员持股
有所变动的话，投资者如何获知？
记者了解到， 如果出现上述情况，香
港主板上市公司可在港交所官网 “披露
易”股权披露栏目下搜索获知；创业板上
市公司则在港交所创业板子网页的讯息、
价格及交易资料一栏下可查询到。

差异三：
大股东配偶持股合并计算
记者留意到，在港股市场上，披露权
益的报告期限为3日，适用大股东（指持有
发行人5%或以上任何类别有投票权股份
的权益的个人及法团） 的披露界线为5%。
值得注意的是，当大股东股权出现进一步
改变以致跨越某个整数百 分 比 时 （如
6%），也要作出披露，比如当某大股东持股
量由5.9%增至6.2%， 就意味着股权跨越了
6%这一整数百分比，按照规定需要进行披
露。但若其股权由6.1%增至6.9%，因未跨越
7%这一整数百分比关口，就不必披露。
此外，大股东必须分别披露所持有的
长仓（买多）和短仓（卖空），短仓一旦持
有1%或以上就要披露。与持有长仓情况一
样，若此后其短仓有改变并导致跨越某个
超过1%的整数百分比关口，或有关大股东
不再持有至少1%的短仓， 均需要作出披
露。另外，将短仓平掉也要向公众披露。
值得一提的是，在计算个别人士是否
有责任披露权益时，其配偶及未满18岁的
子女所持有的股份权益也要包含在内。比
如， 你和配偶分别持有某上市公司5%及
1%的股份，那么，根据条例，每人都会被视
为持有6%的权益，而一旦你的配偶进一步
购入了1%的股权，意味着夫妇两人都持有
上市公司7%的股份，因此夫妇二人均须送
交通知存档。
对于上市公司董事和最高行政人员，
必须披露其在该公司及其任何联系公司
所持有的股份权益或短仓及债券权益。针
对这些高管人员的披露不设界线，必须就
所有的相关交易作出披露。
成都商报记者 孙宇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