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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份中期业绩预告窥视行业兴衰
冰火两极找寻优质标的

10大预增王钛白粉企业占3席

在568家盈利同比将出现上涨的上市
公司中，有10家上市公司盈利同比增长至
少超过10倍。这些公司无疑更有机会成为
投资者追捧的焦点。从行业看，这些公司
分别属于化工、机械设备、电子、轻工制造
等传统行业。

著名经济学家宋清辉向记者表示，当
前，随着经济大环境企稳带动传统行业投
资持续改善，化工、机械设备等传统行业
投资增速企稳迹象明显，不少企业业绩同
比增速较为明显。同时，这也意味国家供
给侧改革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传统行
业获取新的发展动力。

具体来看，这10家公司分别为合众思
壮、新亚制程、龙蟒佰利、青龙管业、宏大
爆破、安纳达、中核钛白、卫星石化、深物
业 A 以及江山化工。其中，江山化工暂时
称霸 A 股。江山化工在 4 月 28 日披露的 1
季报中预测，公司1~6月将盈利1.1亿元~
1.3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幅 度 为 5893.18% ~
7146.48%。

与此同时，江山化工还在筹划资产重
组，并购浙江交工100%股权。浙江交工主要
从事道路、桥梁、隧道等交通工程勘察、设
计咨询、施工、养护及工程项目管理业务。
虽然江山化工股票目前还处于停牌中，但
公司已经于4月28日披露了重组预案，其
继续停牌时间将不超过 10个交易日。

深物业 A 摘得半年度业绩预增二当
家的宝座。公司预计1~6月盈利2.97亿元，
同比增长5757%。公司称，其在上半年结算
了部分前海港湾花园项目（深圳），使得公

司上半年合计实现房地产业务收入以及
项目综合毛利率比上年同期大幅提升。需
要指出的是，深物业 A1 季度盈利 3.02 亿
元，也就是说，公司在2季度实际上没有新
的盈利进账。这使得公司这份业绩预告的
靓丽程度大大打了折扣。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注意到，在10大
预增王中，安纳达、中核钛白、龙蟒佰利这
些钛白粉生产企业便占据了3个席位，这
足以凸显出这个行业景气度的高昂。

其中，安纳达预计1~6月盈利7200万
元 ~8200 万 元 ，同 比 增 长 1669.48% ~
1915.24%；中核钛白预计上半年盈利2亿元
~2.5 亿元，同比增长 1790.75%~2263.44%；
龙蟒佰利预计上半年盈利 11 亿元~12 亿
元，同比增长1446.91%~1587.53%。

三家公司的理由基本一致，均是钛白
粉销售价格较上年同期大幅上涨，毛利率
提升等云云。根据公开信息显示，行业龙
头龙蟒佰利2017年以来已经五次提价，而

金浦钛业也已经三度提价。目前，钛白粉
主流价格极度逼近2万元/吨关口。据中银
国际证券近期预测，国内中大型生产商手
上握有大把订单，还要限制贸易商或终端
拿货量，且出口相对较好，库存无压，涨价
意愿依然较强。

宋清辉认为，绩优股具有回报率高、稳
定、具有较高的投资价值等特征。从投资的
角度来看，在业绩已经公布的情况下，投资
者仍旧能够继续参与“绩优股”的投资。

部分亏损企业面临转型

相对于前述企业，以下这些公司，目
前的日子就没那么好过了。这些公司预计
的上半年净利润，同比亏损将出现“上涨”
的情况。不过，虽然部分公司经营低迷，但
有一句话叫“置之死地而后生”。从投资的
角度来看，反倒是存在着介入良机。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注意到，这些

公司中已经有一些踏上了转型之路。比
如德奥通航、炼石有色等，均处于停牌筹
划重组，抑或是已经披露了重组方案。而
还有一些公司，也存在着通过转型谋出
路的可能。

譬如中原特钢，公司预计1~6月净利润
亏损6000万元~7500万元。公司表示，公司
面临的市场形势依然严峻，预计营业收入
规模同比无较大变动，政府补助收入同比
有所减少。近年来，中原特钢一直在亏损和
微利之间切换形态。盈利519万元的的2016
年，很大程度上也是依靠政府补助和资产
处置收益。长江证券分析认为，在目前行业
景气恐难持续、主业经营不容乐观的情况
下，转型或成为公司主要出路之一。

又如滨海能源。该公司预计上半年亏
损 5000 万元~7000 万元，较去年同期的

“-370.26 万元”大幅亏损。2014 年~2016
年，公司净利润均只有300多万元，业绩一
直没有起色。2015年9月，天津市财政局下
的京津文化入主滨海能源，并明确上市公
司的转型方向是“文化艺术产业”。

随后，2015年12月，滨海能源曾披露
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拟募集资金投资互
联网教育平台项目、艺术品交易平台项
目、文化影视平台项目等产业方向。这场
增发于今年4月宣布终止。不过，滨海能源
对于转型仍然保持较高的积极性。

在2016年年报中，对于公司的发展战
略，滨海能源明确表示，其将以资本运作
和战略联盟为主要手段，同时通过定向增
发、资产重组、并购等方式，进入国家政策
鼓励扶持的文化传媒、印刷业等产业领
域，以获得新的利润增长点和战略发展方
向。2016年12月，滨海能源宣布收购天津
海顺部分股权及增资的议案，从而进入文
化传媒等新兴产业和领域。

不过，宋清辉指出，尽管并购重组是
资本市场的重头戏，但重组失败的概率仍
然较高，投资者需要注重风险收益比。对
于此类股票，投资者押宝重组的时候，需
要注意重组失败的风险。此外，还有些上
市公司对待重组过于随便，动辄停牌宣告
失败等，或会给投资者带来损失。

每日经济新闻

今天 A 股市场将迎来
五月的首个交易日。达
哥和牛博士进行一场对
话，讨论一下大家关心
的话题。
在刚刚过去的四月份，
大盘在连续调整了半个
多月之后，终于在上周

见底反弹。那么，接下来的五月行情，市场能否重新
回到反弹趋势，又有哪些因素值得大家关注？

牛博士：达哥，过节好，先来回顾一下上周的行
情，大盘在3097点见底反弹之后，总算是没有再创
新低，你对上周大盘的走势怎么看？

道达：银行股的走势，将是大盘能否止跌的关
键。从上周看，银行股、保险股的止跌反弹，确实对
大盘的企稳起到了重要作用。尤其是上周四，民生
银行止跌之后放量反弹，这对市场意义不容忽视。
所以，周四沪指一度跌到3097点之后（距离沪指年
线约10个指数点），终于迎来了多方有力的反击。
不过，周五由于临近小长假，多空双方都明显比较
谨慎，最终沪指只上涨了 2.47 点，以 3154.66 点报
收。而从成交量来看，沪市也仅成交1800多亿元，反
弹力度显得比较弱。

牛博士：确实，四月份大部分时间，大盘都让人
胆战心惊。好不容易现在到了5月份，可是传统上
却都认为五月行情很危险，“五穷六绝七翻身”等股
市俗语总是会左右市场的预期。那么，你认为五月
行情中，哪些因素值得大家重点关注？

道达：近期，确实有一些因素，可能成为影响未
来行情的重要因素，而且影响力会比较深远。其中，
我个人比较关注的一个消息，是上周美国公布了特
朗普减税政策，这也被看做是上周美国股市创出新
高的利好因素。据了解，特朗普减税方案，主要是大
幅降低个人所得税和企业所得税。这一政策颁布之
后，肯定会是一个争议颇多的话题。据了解，特朗普
此次推出的减税方案，也是美国里根时代以来最大
规模的一次减税。

牛博士：那么，达哥您对此怎么看，这又将对A
股带来怎样的影响？

道达：减税政策，无疑是刺激经济增长的一个
重要手段。短期看，政府因为推出减税政策，会暂时
牺牲财政收入，但是长期看，因为减税，经济能够得
到增长，而政府的财政收入反而会因为经济的持续
增长而从下降转为增长。另外，由于税收政策的改
善，减税之后贸易、货币、实体经济的吸引力都会明
显改善。对股市而言，减税政策往往都会意味着风
险偏好得到提升，市场走势将因为减税而得到长期
提振。其实，看一下全球股市，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年
内的累计涨幅达到12.34%，其实也就反映了减税政
策预期带来的利好。

另一方面，美国实施减税政策之后，美国对于
人才、技术、资本、产业等的影响力会得到进一步提
升。相比之下，全球其他的经济体，则会因为美国的
减税，而受到一定的影响。总体上我认为，美国减税
政策一旦实施，对全球资本流动将产生中长期的影
响，资本和实业会流向美国，由此对新兴市场经济
的抽血效应需要观察。

牛博士：4月份，A股股市持续调整的一个主要
因素，其实是管理层对金融风险的监控，你认为这
是否还会在5月持续影响市场？

道达：前两天，我注意到新华社一篇文章，指出
“目前是整顿金融秩序、推进改革好窗口”。文章还
表示，监管重拳出击必然会伴随着压力和阵痛，这
在近期的金融市场上已经有所体现。这要求我们一
方面要把握好力度和节奏，防控好调控过程中可能
出现的各种风险，引导市场心态向良性面发展；另
一方面要保持定力，面对压力挑战，要有一如既往
的决心和魄力。

如何来理解这个话呢？我个人认为，新华社的
表态，其实也表达了管理层整顿金融秩序的态度和
决心，这对市场而言，也会有一个中长期的持续性
影响。对于股市而言，未来大盘即便是出现反弹了，
在个股上可能也会出现明显分化，一些弱势个股的
反弹幅度很可能不会太大，因此在处理这些股票的
时候，该及时止损就要及时止损，不能抱太高的预
期，非要等到解套才处理，这可能往往都会事与愿
违。

牛博士：对于即将开启的五月行情，你怎么看，
哪些板块值得大家关注？

道达：以前都说，大家对于五月行情，印象都不
太好，一般来说到了五月，似乎都不太乐观。这其实
是比较好理解的，一般来说，一些重大经济政策的
颁布实施，往往都是在年初，而进入五月份之后，会
进入一个政策“淡季”。因此各种题材炒作，也都会
出现降温的情况。另外，进入五月份之后，年报、季
报也都披露完成，业绩炒作也会明显降温。

但是，今年五月行情来临之时，大盘其实已经
提前调整了半个多月，沪指也从3300点下方调整到
了3100多点。所以，今年的五月行情，多空分歧或许
会比以前更大。空方是惯性思维，觉得五月行情普
遍不佳；而多方则会认为，大盘已经充分调整，下方
又有年线支撑，大盘不会差到哪儿去。

我个人的看法是，无论如何，如果A股市场今
年要完成500家公司的IPO任务，行情确实不能太
糟糕。而另一方面，年线位置非常关键，这是决定行
情性质的分水岭，因此这个位置多头必然会誓死保
卫。但是，从中长期来看，今年如果大规模上IPO，
那么未来三年，A股市场将面临比较沉重的新股大
小非解禁的压力，这虽然是后话，但是会降低机构
的行情预期。

另外，要多说一点的是，这个月很多投资者比
较关注“一带一路”板块，毕竟“一带一路”国际合作
高峰论坛将在5月14日至15日举行，很多人都预期

“一带一路”题材股将会有所表现。不过，在我看来，
前期很多个股出现较大幅度调整。所以，这个月，当

“一带一路”利好来临之时，要提防主力机构反其道
而行之，所以大家还是应该提高警惕。 （张道达）

截至4月30日，A股上市公司年报悉
数批露完毕，110多家四川上市公司全年
的“成败得失”浮出水面。

这一年来，四川上市公司发生了哪些
变化？这些上市公司“含金量”到底如何？
又到年报落幕时，成都商报记者特意梳理
了这些上市公司的业绩披露情况。

营收之最：四川长虹逆袭登顶

从上年度巨亏到本年度逆袭，老牌国
企四川长虹再现“带头大哥”风范。2016年
年报显示，长虹全年实现营业收入671.75
亿元，同比增长3.59%，排名川企上市公司
第一位。实现利润总额14.42 亿元，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55亿元。

四川长虹“逆袭”的背后不乏亮点：核
心主业产品竞争能力和盈利能力增强，彩
电55及以上尺寸、4K电视销量同比增长
87.5%和113.4%；变频冰箱销量同比增加
73%，变频市场份额跃居行业第二；IT分
销经营业绩再创历史新高。

一向以稳健著称的新希望2016年实
现营业收入608.8亿元，在川企上市公司
中位列第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24.69亿元，增幅11.67%。其中，农牧业
务净利润为9.7亿元，增幅100.9%。

值得一提的是，新希望的收入结构也
在发生显著变化：2014年，饲料业务收入占
比近7成；但到2016年饲料业务占比已下
降至57%；养殖和食品业务合计收入248亿
元，已上升到占公司总业务的约35%。

由“中铁二局”重组后的“中铁工业”
2016年实现营业收入512.42亿元，位居第
三位。如今的中铁工业主营业务则变为以
道岔、隧道掘进设备、钢结构、工程机械等
研发、制造相关业务，从而实现中国中铁
工业板块的整体上市。

此外，东方电气、四川路桥2016年营
业收入分别为 332.86 亿元、301.08 亿元。

五粮液、蓝光发展、通威股份等上市公司
2016年营收也超过200亿元。

赚钱之最：五粮液捍卫“利润王”

已经连续多年占据四川上市公司利
润榜榜首的五粮液，2016年继续捍卫“利
润之王”的荣誉。公司2016年实现营业收
入 245.44 亿元（注：集团全年营收逾 700
亿元），同比增长13.32%；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 东 的 净 利 润 67.85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9.85%。

四川上市公司利润第二名为川投能
源，2016年实现营业收入10.01亿元，同比
下降10.33%。但是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则高达35.16亿元，在四川上市公
司中名列前茅。

值得一提的是，四川民企“黑马”天齐
锂业受益于锂行业的高景气度，2016年净
利暴增逾5倍。2016年实现营业收入39.05
亿元，同比增长109.15%，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为15.12亿元，同比大幅增
长510%。

悲剧之最：三泰控股巨亏13亿

在四川上市公司亏损榜中，排名前三位
的分别是攀钢钒钛、东方电气、三泰控股。

继2015年亏损22亿元后，2016年攀
钢钒钛再度巨亏59.88亿元，不幸成为川
股“亏损王”。由于连续亏损三年，在披露
完2016年年报后，公司或将暂停上市。

亏损排第二位的东方电气则有些意
外，这也是其近十年来首次出现亏损。
2016 年公司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出现“双
降”，全年净利润亏损17.84亿元。

曾经在资本市场备受追捧的“网
红”——递易母公司三泰控股还在亏损的
泥潭中挣扎。2016年三泰控股营收为10.4
亿元，同比下降27.12%；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为-13亿元，相比上一年度

亏损4000余万元而言，可谓暴亏！
三泰控股暴亏的主因在于速递易“烧

钱”太多。作为快递业缓解“最后1公里”难
题的智能快递柜，其网点的大量铺设并未
带来盈利，反而是巨额亏损。

薪酬之最：国金证券遥遥领先

在四川上市公司高管薪酬榜中，最
“土豪”的仍然是国金证券，遥遥领先于其
他上市公司。其高管团队薪酬在四川上市
公司高管薪酬榜前 10 名中，已呈压倒性
地占据了9席。

除国金证券董事长冉云、总经理金
鹏、副总经理纪路薪酬较去年有所下调
外，其余大多数高管薪酬均上涨，且幅度
不小。公司副董事长杜航本年度薪酬为
654.91 万元，而上年度为 323.73 万元；公
司副总裁李蒲贤本年度薪酬607.03万元，
而上年度为396.06万元。其他国金证券高
管团队也动辄五六百万元，将川股薪酬榜
大部包揽，并直接将十强榜提升至530万
元门槛。

2015 年四川上市公司薪酬榜第 5 位
的蓝光发展董事长杨铿，2016 年薪酬为
496.97万元，已经掉出前十强。2015年薪
酬463.79万元、排名第6的新希望六和董
事长刘畅，2016年薪酬虽然提升至529.89
万元，但也被挤出前十强。

国金证券 2016 年年报显示，公司营
收、净利润双双出现下滑。全年营收
46.71 亿元，同比下滑 30.78%；实现归属
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2.99亿元，同
比下滑44.96%。不过，国金证券业绩下滑
并不影响高管团队的天价薪酬。截止报
告期末，国金证券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2016年计提并发放的薪酬合计
为 6835.55 万 元 ，而 上 一 年 度 薪 酬 为
6252.15万元。
成都商报记者 李伟铭 实习记者 费成鸿

都说五月行情很危险
有一类个股尤其要小心
——道达对话牛博士

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上市公司

四川长虹

新希望

中铁工业

东方电气

四川路桥

五粮液

蓝光发展

通威股份

易见股份

天原集团

营业收入（亿元）

671.75

608.79

512.42

332.86

301.08

245.44

213.30

208.84

157.04

125.02

同比变动

3.59%

-1.04%

-11.33%

-7.58%

-7.07%

13.32%

21.2%

11.24%

205.77%

16.81%

排名

1

2

3

4

5

6

7

8

9

10

上市公司

五粮液

川投能源

新希望

泸州老窖

天齐锂业

国金证券

四川成渝

四川路桥

通威股份

蓝光发展

净利润(亿元）

67.85

35.16

24.69

19.28

15.10

12.99

10.47

10.45

10.25

8.96

同比变动

9.85%

-9.22%

11.67%

30.89%

510.03%

-44.95%

5.17%

-1.26%

39.07%

11.28%

排名

1

2

3

4

5

上市公司

攀钢钒钛

东方电气

三泰控股

泸天化

华泽钴镍

净利润（亿元）

-59.88

-17.84

-13.04

-6.37

-4.04

同比变动

-171.31%

-506.38%

-3338.1%

-3587.42%

-160.10%

姓名

姜文国

杜航

冉云

施驰

纪路

李蒲贤

金鹏

刘兴邦

周洪刚

易浩

上市公司

国金证券

国金证券

国金证券

创维数字

国金证券

国金证券

国金证券

国金证券

国金证券

国金证券

薪酬（万元）

666.50

654.91

627.62

619.65

618.46

607.03

596.34

538.33

530.19

530.16

四川上市公司2016年年报盘点：
五粮液最赚钱 国金证券最“土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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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绩预增，往往反映公司较好的盈利前景，从而增强投资者对
公司股价的信心。在资本市场上，此类股票往往更受资金追逐。

据东方财富Choice数据显示，截至4月29日，两市合计有
1031家上市公司预告了其2017年上半年度的业绩情况。《每日经
济新闻》记者梳理发现，其中有约568家上市公司上半年的净利润
将同比上涨；151家上市公司继续保持盈利（增减尚不明确）；116家
上市公司业绩将同比下降；99家上市公司亏损；65家上市公司半
年度业绩扭亏；剩余32家上市公司的业绩暂未明确。

■四川上市公司营收前十强：

■四川上市公司利润前十强：

■四川上市公司亏损前五名：

■四川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前十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