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58家上市公司年报业绩预喜（主）

地产、军工、医药、电力等行业向好

本报记者 任明杰

数据显示， 截至1月26日已有1442家上市公司发布了2013年全

年业绩预告，其中958家上市公司业绩预喜，占已发布业绩预告上市

公司总数的66.44%。 分行业来看，电力、钢铁在煤炭价格大跌背景下

实现了行业整体业绩“逆袭” ，房地产、国防军工、医药、通信等行业

也捷报频传。 相较而言，餐饮旅游、食品饮料、农林牧渔、煤炭等行业

业绩预期不甚乐观。此外，部分上市公司近期发布了业绩预告修正公

告，上调或下调了全年业绩预期，其股价也随之出现了起伏。

逾六成公司业绩预喜

Wind资讯显示， 截至1月26日， 共有1442家上市公司发布了

2013年全年业绩预告，其中958家上市公司业绩预喜，占已发布业绩

预告公司总数的66.44%。 其中，业绩预增的公司有709家，业绩预计

扭亏的公司有147家，业绩续盈的公司有102家。

数据显示，在业绩预喜的上市公司中，有299家上市公司的业绩

变化幅度在100%以上，*ST国商、宜华地产、金浦钛业、银泰资源、永

鼎股份、嘉应制药等公司的业绩变化幅度更是在1000%以上。

其中，*ST国商预计2013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约为23亿元到24亿元，同比增幅达13096%，成为目前的“预增王” 。

对于业绩大幅上涨的原因，公司表示，公司下属控股子公司深圳融发

投资有限公司投资开发的在建投资性房地产皇庭国商购物广场项目

已完工并达到预定可开业状态， 对该投资性房地产后续计量采用公

允价值计量模式计量产生公允价值变动损益，预计增加2013年度归

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24.55亿元。

另外，宜华地产预计2013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为

1亿元，同比增长4190.37%；金浦钛业预计2013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为9500万元，同比增长2899.4%；银泰资源预计2013年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为4.4亿元到4.8亿元， 同比增长

2619%到2867%；永鼎股份预计2013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为1134.12万元，同比增长1550%；嘉应制药预计2013年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37亿元到1.4亿元， 同比增长1710.23%到

1749.87%。

在业绩预忧的上市公司中，有37家上市公司表示2013年将继续

亏损，113家公司称将首次出现亏损，包括宏达新材、欣龙控股、吉林

化纤、 瑞泰科技等在内的20家上市公司预计业绩下滑幅度将超过

1000%。

其中，宏达新材1月21日发布业绩修正预告，预计2013年亏损8

亿元到8.5亿元，同比下滑21813.92%到23171.04%，成为目前已经发

布业绩预告上市公司中的“预亏王” 。 去年三季报，公司预计2013年

亏损6.8亿元到7亿元。 对于业绩下调的原因，公司称，一是子公司江

苏利洪硅材料有限公司处理存货、预付账款、房产土地设备补办手续

费用、处理三废费用、员工辞退补偿金等预计增加亏损约5000万元；

二是公司出售给镇江江南化工有限公司的房屋土地税金比原来预计

增加约2000万元；三是公司出售给镇江江南化工有限公司的硅氧烷

设备2013年无法达到收入确认条件，历年硅氧烷资产相关的未摊销

补贴3200万元无法按照原预计进入2013年损益；四是因亏损严重终

止确认递延的所得税资产1775万元；五是子公司江苏新宝科技有限

公司因政府回购房产土地停产，存货和设备正在处理，该公司预计亏

损1300万元。

另外， 欣龙控股预计 2013年亏损 3000万元， 同比下滑

4648.21%；吉林化纤预计2013年亏损3.35亿元到4.25亿元，同比下

滑3476.11%到4383.12%； 瑞泰科技预计2013年亏损1.2亿元到1.35

亿元，同比下滑3554.29%到3986.08%。

医药电力行业表现可期

分行业来看，房地产、国防军工、医药、通信、电力、钢铁等行业业

绩预增的情况较为乐观。

受益于新产品开发、专科用药优势发挥、向大健康领域拓展等因

素影响，医药上市公司2013年业绩预告普遍向好。 从已经公布业绩

预告的97家医药行业上市公司的情况来看， 业绩预喜的公司达75

家，占比77.32%。 从细分领域来看，中成药和生物制剂对上市公司的

业绩提升贡献较大，且前景广阔。 另外，在2013年，尽管反商业贿赂

等政策的实施对医药行业有一定影响， 但受到影响的主要是部分外

资企业，国内上市公司受影响较小。

电力行业和钢铁行业则“借煤炭酒杯，浇心中块垒” 。 受益于煤

炭价格大幅下跌带来的成本下降影响， 整个电力行业呈现全面开花

的局面。 从已经公布的23家电力上市公司全年业绩预告来看，业绩

预喜的达20家，占比86.96%。

而钢铁行业整体上之所以能在2013年降本增效、 扭亏为盈，客

观上也受益于煤炭价格大幅下跌带来的成本下降。 据统计，2013年

炼钢生铁制造成本同比下降了10.24%。 1月22日，国家发改委就宏观

经济与政策等方面情况举行新闻发布会， 发改委产业协调司司长陈

斌表示，2013年钢铁实现扭亏为盈。 而钢铁行业业绩预告的情况也

反映了上述事实， 在已经公布业绩预告的15家钢铁行业上市公司

中，实现业绩预喜的有12家，占比80%。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 不幸的家庭却各有各的不幸。 相较而

言，餐饮旅游、食品饮料、农林牧渔、煤炭开采等行业的业绩预告情况

不乐观，政策影响、突发事件、市场不振等因素均对部分行业上市公

司的业绩产生了不利影响。其中，部分餐饮旅游上市公司所受冲击最

大，业绩出现持续下滑的局面。 从已经公布业绩预告的11家餐饮旅

游上市公司情况来看，净利润预忧的有7家，占比63.64%，这7家上市

公司净利润预计同比下滑最大幅度均在40%以上。

受突发事件的影响，部分行业的子行业还出现了“一损俱损” 的

局面， 这其中从去年年初蔓延至去年年底的禽流感疫情对肉鸡行业

的冲击尤为显著。 从肉鸡行业上、中、下游三家龙头企业公布的业绩

预告来看，主营祖代鸡苗的益生股份预计全年将亏损1.7亿至2亿元；

主营父母代鸡苗的民和股份预计全年亏损达2.2亿至2.3亿元；主营肉

鸡加工并一心打造全产业链的圣农发展则预计全年亏损3500万元

至9500万元。

煤炭开采业的萎靡不振则主要受工业生产景气下降的拖累，量

价齐跌令煤炭开采上市公司净利润同比大幅下滑。 从已经公布业绩

预告的20家煤炭开采上市公司的业绩预告来看， 业绩预忧的达14

家，占比70%。

预期修正引发股价波动

在上市公司纷纷发布2013年报业绩预告的同时，业绩预告修正

公告也成为市场关注的一大焦点。 随着上市公司业绩预告向上或向

下修正，其股价也随之波动起伏。

发布业绩预告修正公告的上市公司中， 向上修正业绩预告也占

了大多数，而业绩上调的原因除了去年四季度业绩向好、行业复苏等

原因外，资产重组更是上市公司的强心剂，很多上市公司借助资产重

组实现了扭亏为盈或业绩大幅上调。

嘉应制药业绩大幅上调的原因便来自于新购入股权的贡献。 公

司1月17日发布业绩预告修正公告称， 公司预计2013全年净利润

1.37亿元到1.4亿元，同比增长1710.23%到1749.87%。 而去年三季报

时，公司对全年净利的增长预计为332.83%到362.47%，业绩大幅上

调的原因源于新购入联营企业金沙药业35.53%股权的业绩合并计

算。 *ST太光则通过资产重组使神州数码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度全年业绩计入公司去年业绩，该公司去年业绩由预亏转为

预喜。

业绩预告向上修订也对相关上市公司的股价起到了刺激作用。

物产中拓1月22日发布业绩预告修正公告称， 公司预计2013年全年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700万元到7700万元，预计同比

增长236.66%至286.91%。 而在此前，公司曾预计2013年净利同比增

幅为176.37%至226.61%。 在这一利好消息的刺激下，1月23日公司

股价随之涨停，1月24日再次上涨6.37%。

相反，日海通讯、长青股份、国民技术、杭锅股份、理工监测、拓邦

股份、 以岭药业等上市公司却因为业绩预告向下修正而引发股价下

跌。 以日海通讯为例，公司1月16日发布业绩预告修正公告称，公司

预计2013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142.86万元到1.37

亿元，同比下降20%到70%。而在去年的三季报中公司还预计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幅度为0-20%。 修正公告发

布后，公司股价跌停。

当然，也有上市公司在业绩预计大幅下调后逆势上涨的例子。以

市场瞩目的“餐饮第一股” 湘鄂情为例，公司1月23日发布业绩预告

修正公告称，2013年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约5亿

元到5.8亿元，而在去年三季报中，公司预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亏损3亿元到3.8亿元，上一年同期公司盈利1.09亿元。 对于业

绩修正的原因， 公司称， 一方面是酒楼业务市场在报告期内持续低

迷，产生的经营亏损会增加4000万至6000万人民币；另一方面，公司

因关停部分门店及营业收入下降导致相应公司商誉减值， 同时公司

进一步关停门店及缩减营业面积年末转销预计损失在8000万至1亿

元人民币。 业绩预告修正公告发布后， 该公司股价却逆势上涨了

3.09%，这或许与该公司大幅下调业绩预期同时，披露控股股东将出

资收购今年上半年未能实现扭亏的酒楼业务公司有关。

1442家公司发布2013年业绩预告

地产军工医药通信向好 餐饮旅游食品饮料煤炭开采不甚乐观

□本报记者 任明杰

2013年业绩预减幅度较大的部分公司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业绩预告净利润预减情况 预告净利润变动幅度（％） 业绩预告日期 业绩预告类型

００２２１１．ＳＺ

宏达新材 减少约

８００００

万元

－８５０００

万元

－２３

，

１７１．０４ ２０１４－０１－２２

首亏

０００９５５．ＳＺ

欣龙控股 减少约

３０００

万元

－４

，

６４８．２１ ２０１３－１０－３０

首亏

０００４２０．ＳＺ

吉林化纤 减少约

３３５００

万元

－４２５００

万元

－４

，

３８３．１２ ２０１４－０１－１０

首亏

００２０６６．ＳＺ

瑞泰科技 减少约

１２０００

万元

－１３５００

万元

－３

，

９８６．０８ ２０１４－０１－１１

首亏

００２２９９．ＳＺ

圣农发展 减少约

３５００

万元

－９５００

万元

－３

，

７０６．１４ ２０１３－１０－２８

首亏

６００１３３．ＳＨ

东湖高新 减少约

４６０００

万元

－３

，

１４０．５９ ２０１４－０１－２５

首亏

００２３２１．ＳＺ

华英农业 减少约

９０００

万元

－１２０００

万元

－２

，

８８８．１１ ２０１３－１０－２５

首亏

０００８６２．ＳＺ

银星能源 减少约

１４５００

万元

－１５０００

万元

－２

，

７７２．６７ ２０１４－０１－２５

首亏

００２０１５．ＳＺ

霞客环保 减少约

１５０００

万元

－１８０００

万元

－２

，

７１６．６６ ２０１３－１０－２５

首亏

６０１００５．ＳＨ

重庆钢铁 减少约

２５００００

万元

－２

，

６３０．０３ ２０１４－０１－２３

首亏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业绩预告净利润预增情况 预告净利润变动幅度（％） 业绩预告日期 业绩预告类型

００００５６．ＳＺ ＊ＳＴ

国商 增长约

２３００００

万元

－２４００００

万元

１３

，

０９６．７８ ２０１４－０１－１８

预增

０００１５０．ＳＺ

宜华地产 增长约

１００００

万元

４

，

１９０．３７ ２０１３－１０－２５

预增

００００１８．ＳＺ ＊ＳＴ

中冠

Ａ

增长约

６００

万元

－９００

万元

３

，

７３９．３０ ２０１３－１０－２５

扭亏

０００５５５．ＳＺ ＊ＳＴ

太光 增长约

２１０００

万元

－２６０００

万元

３

，

２３３．９９ ２０１４－０１－１４

扭亏

００００１７．ＳＺ ＊ＳＴ

中华

Ａ

增长约

１５００００

万元

２

，

９６０．２４ ２０１４－０１－１３

扭亏

０００５４５．ＳＺ

金浦钛业 增长约

９５００

万元

２

，

８９９．４０ ２０１３－１０－２３

预增

０００９７５．ＳＺ

银泰资源 增长约

４４０００

万元

－４８０００

万元

２

，

８６７．００ ２０１４－０１－１４

预增

６００３２１．ＳＨ

国栋建设 增长

２０００％－２５００％ ２

，

５００．００ ２０１４－０１－２４

预增

０００６１２．ＳＺ

焦作万方 增长约

２４０００

万元

－２９０００

万元

１

，

９８８．２０ ２０１４－０１－１６

扭亏

６００６１５．ＳＨ

丰华股份 增长约

１６５０

万元

１

，

９１０．００ ２０１４－０１－２４

预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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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净“白菜股”

业绩现分化

□

本报记者 王小伟

跌破净资产的“白菜股” 究竟是否已

具备投资价值？ 2013年业绩是否开始出现

改善迹象？从已发布业绩预告的公司来看，

银行、 房地产等行业的上市公司业绩相对

平稳，煤炭、化工等行业的公司业绩仍乏善

可陈，钢铁行业反而成为业绩“逆袭” 的板

块。分析人士认为，眼下破净个股业绩分化

较为明显， 钢铁等业绩向好的行业在年报

披露期间有可能出现估值修复的机会。

银行地产业绩平稳

统计数据显示， 目前A股市场股价低

于每股净资产的个股多达132只， 其中化

工、金融服务等6个行业的破净个股都超过

了10只，交通运输、黑色金属两个行业破

净个股均超过20只。

A股走势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银行和地

产两位“带头大哥” 的“态度” 。 虽然两大

板块有不少上市公司均加入到破净“困难

户” 阵列，但从已经发布业绩预告的相关

公司来看，2013年业绩似乎还不错。

银行股是破净重灾区。 由于市值大、

权重占比高，银行股一直是决定指数走势

的重要因素。 目前，金融服务行业中破净

的个股全部是银行股，16只银行股中有12

只破净， 其余4只股价和净资产也基本相

等。 交通银行的破净幅度最大，市净率只

有0.68倍。

目前几乎所有银行都对去年全年业绩

保持“缄默” ，只有宁波银行1家预计2013

年实现净利润44亿元到48亿元之间，同比

增长10%到20%，显示业绩相对平稳。

随着房地产股票价格持续下跌，破净

个股不断增多。 目前房地产行业中有12只

个股破净，接近房地产行业上市公司总数

的一成。 破净幅度最大的是信达地产，目

前市净率只有0.71倍，其次是金融街，市净

率只有0.72倍。 信达地产目前没有发布业

绩预告，金融街则预计2013年净利润为27

亿元，同比增长20%。 从已发布业绩预告

的地产类上市公司来看，虽然遭遇严厉调

控，但产品价格涨幅依旧，导致公司业绩

相对平稳。

钢铁行业承压反弹

钢铁行业目前是经济转型及淘汰落后

产能的重点，行业产能落后、污染度高，转

型压力较大。 以钢铁为代表的黑色金属行

业，目前的破净股超过了20只，不仅是破

净个股只数最多的行业之一， 也是破净比

例最大的行业。 黑色金属行业目前只有33

只个股，破净个股就有22只，其中河北钢

铁、*ST鞍钢目前的市净率不足0.5倍，股价

不及净资产的一半。

但由于2012年年报的基数较低，大部

分钢铁类上市公司都实现了业绩同比增

长。 其中，杭钢股份、安阳钢铁等利润增长

幅度均超过100%。重庆钢铁是为数不多的

业绩大幅下滑的钢铁企业，公司预计2013

年实现净利润-25亿元，同比骤降2630%。

交通运输行业属于高净资产低收益的

行业， 也是目前破净股数量较多的行业之

一。 赣粤高速是交通运输行业内破净幅度

最大的股票，目前市净率只有0.58倍，破净

幅度近42%；而广深铁路等3只股票的破净

幅度超过了30%。 从已经发布业绩预告的

公司来看，业绩出现了明显分化，*ST长油

可能继续亏损， 而*ST远洋有望实现扭亏

为盈，中海海盛净利润预增105%，中海发

展预计净利润为负值。

此外，化工行业破净的个股也超过10

只。采掘行业去年整体跌幅不小，煤炭股中

有9只股价跌破净资产。 从去年全年业绩

预告来看， 除了美锦能源等个别股票预增

200%外，在产业转型和煤价持续下跌的背

景下，多数煤炭公司业绩仍然乏善可陈。

保壳各有高招

24家ST公司艰难扭亏

□本报记者 于萍

年报大戏开唱，ST公司的保壳成果也一

一浮出水面。 由于退市制度常态化的预期强

化，2013年的保壳大战显得更为紧张迫切。

Wind数据显示，目前已有38家ST及*ST公司

披露了去年业绩预告， 其中有24家公司扭

亏，6家公司由于继续亏损仍在保壳泥潭中

挣扎。

三大因素扮靓业绩

为了保壳，ST公司往往“各施手段” ，政府

“输血” 、资产重组、降本增效等因素都成为这

些公司实现业绩扭亏的重要因素。

*ST黑豹凭借着收到各项补助而实现扭亏

为盈。 公司预计2013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1700万元左右。 事实上，公司前三

季度的净利润还亏损5938.24万元，不过凭借第

四季度连续拿到政府派发的“红包” ，公司得以

艰难扭亏。 在各项“红包” 中，不仅包括财税部

门拨付的补助资金， 还包括文登市政府对公司

3宗国有建设用地实施的有偿收储， 评估价格

1.2亿元。

实施重大资产重组也让一些ST类公司

得到了业绩改善的大好机会。 *ST太光发布

了2013年全年业绩预告修正公告，预计2013

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1

亿元至2.6亿元。 此前，公司曾预计净利润约

为-1400万元到-950万元。 *ST太光表示，业

绩发生变化主要与重组有关。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事项的资产交割、新增股份发行登记及上市

等主要事项已经全部实施完毕，注入资产神州

数码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度全年业

绩将计入公司。

与重组改善经营业绩相比， 一些公司在主

业乏力的背景下， 不得不通过降本增效的方式

提升盈利，这一点在钢企上尤为突出。 继2011

年、2012年连续两年亏损后，*ST鞍钢去年艰难

扭亏，预计全年实现净利润约7.7亿元。 对于扭

亏的原因，公司称是从生产经营的各个环节，深

度挖掘企业潜力，不断提升产品质量，优化品种

结构，努力降低成本消耗，提升产品盈利能力。

同样，*ST韶钢也预计全年实现盈利约9000万

元至1.1亿元。

值得注意的是， 在去年前三季度仍亏损的

ST类公司中，包括*ST南化、*ST中达在内的15

家公司预计全年将扭亏。曾为A股“亏损王”的

*ST远洋也预计全年扭亏为盈。

9家公司“压力山大”

“监管层要严格执行新的退市制度， 逐步

实现退市制度的常态化。 ” 这样的表态无疑让

2013年的保壳压力更加沉重。 数据显示，目前

仍有6家ST类公司预计亏损，还有3家公司业绩

预减，保壳压力不容小觑。

*ST超日近日刚刚对此前发布的业绩进行

了修正。 公司预计，2013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10.5亿元至14.5亿元，这

一亏损额度较此前的预期又有所扩大。 *ST超

日表示， 虽然2013年度随着光伏行业好转，公

司自三季度起主要生产基地已逐步恢复生产，

但公司的流动性困难并未得到缓解， 银行贷款

逾期、 主要银行账户及资产被冻结等情况并未

好转，且从全年来看，公司开工率不足，整体经

营业绩亏损。公司还根据实际情况对存货、机器

设备和电站资产计提减值准备约2.2-4.5亿元

左右。

同样面临较大保壳压力的还有*ST二重。

公司预计2013年亏损31.5亿元左右。 由于公司

2011年、2012年已经连续亏损， 如果2013年年

度审计报告最终确定为亏损， 公司或将面临暂

停上市。

相比之下，保壳压力最大的还要数*ST长

油和*ST金泰， 两家公司均已于去年5月起暂

停上市。 两家公司自2010年已经连续三年亏

损，而2013年仍预计出现亏损。 这意味着，这

两家公司或将连亏四年，可谓在退市边缘“命

悬一线” 。

预期修正引发股价波动

在上市公司纷纷发布2013年报业绩预告

的同时， 业绩预告修正公告也成为市场关注

的一大焦点。 随着上市公司业绩预告向上或

向下修正，其股价也随之波动起伏。

发布业绩预告修正公告的上市公司中，

向上修正业绩预告也占了大多数， 而业绩上

调的原因除了去年四季度业绩向好、 行业复

苏等原因外， 资产重组更是上市公司的强心

剂， 很多上市公司借助资产重组实现了扭亏

为盈或业绩大幅上调。

嘉应制药业绩大幅上调的原因便来自于

新购入股权的贡献。公司1月17日发布业绩预

告修正公告称， 公司预计2013全年净利润

1.37亿元到1.4亿元， 同比增长1710.23%到

1749.87%。而去年三季报时，公司对全年净利

的增长预计为332.83%到362.47%，业绩大幅

上调的原因源于新购入联营企业金沙药业

35.53%股权的业绩合并计算。 *ST太光则通

过资产重组使神州数码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

司2013年度全年业绩计入公司去年业绩，该

公司去年业绩由预亏转为预喜。

业绩预告向上修订也对相关上市公司的

股价起到了刺激作用。物产中拓1月22日发布

业绩预告修正公告称， 公司预计2013年全年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700万元

到 7700万元， 预计同比增长 236.66%至

286.91%。 而在此前，公司曾预计2013年净利

同比增幅为176.37%至226.61%。 在这一利好

消息的刺激下，1月23日公司股价随之涨停，1

月24日再次上涨6.37%。

相反，日海通讯、长青股份、国民技术、

杭锅股份、理工监测、拓邦股份、以岭药业等

上市公司却因为业绩预告向下修正而引发

股价下跌。 以日海通讯为例，公司1月16日

发布业绩预告修正公告称， 公司预计2013

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142.86万元到1.37亿元， 同比下降20%到

70%。而在去年的三季报中公司还预计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

幅度为0-20%。 修正公告发布后，公司股价

跌停。

当然，也有上市公司在业绩预计大幅下

调后逆势上涨的例子。 以市场瞩目的“餐饮

第一股” 湘鄂情为例，公司1月23日发布业绩

预告修正公告称，2013年公司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约5亿元到5.8亿元，而

在去年三季报中，公司预计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亏损3亿元到3.8亿元， 上一年

同期公司盈利1.09亿元。 对于业绩修正的原

因，公司称，一方面是酒楼业务市场在报告期

内持续低迷，产生的经营亏损会增加4000万

至6000万人民币；另一方面，公司因关停部

分门店及营业收入下降导致相应公司商誉减

值， 同时公司进一步关停门店及缩减营业面

积年末转销预计损失在8000万至1亿元人民

币。业绩预告修正公告发布后，该公司股价却

逆势上涨了3.09%，这

或许与该公司大幅下

调业绩预期同时，披露

控股股东将出资收购

今年上半年未能实现

扭亏的酒楼业务公司

有关。

数据显示，截至1月26日已有1442家上市公司发布了2013年全年业绩预告，其中958家上市公

司业绩预喜，占已发布业绩预告上市公司总数的66.44%。 分行业来看，电力、钢铁在煤炭价格大跌

背景下实现了行业整体业绩“逆袭” ，房地产、国防军工、医药、通信等行业也捷报频传。 相较而言，

餐饮旅游、食品饮料、农林牧渔、煤炭等行业业绩预期不甚乐观。 此外，部分上市公司近期发布了业

绩预告修正公告，上调或下调了全年业绩预期，其股价也随之出现了起伏。

逾六成公司业绩预喜

Wind资讯显示，截至1月26日，共有1442

家上市公司发布了2013年全年业绩预告，其

中958家上市公司业绩预喜，占已发布业绩预

告公司总数的66.44%。 其中，业绩预增的公司

有709家，业绩预计扭亏的公司有147家，业绩

续盈的公司有102家。

数据显示，在业绩预喜的上市公司中，有

299家上市公司的业绩变化幅度在100%以

上，*ST国商、宜华地产、金浦钛业、银泰资源、

永鼎股份、 嘉应制药等公司的业绩变化幅度

更是在1000%以上。

其中，*ST国商预计2013年实现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为23亿元到24亿元，

同比增幅达13096%，成为目前的“预增王” 。

对于业绩大幅上涨的原因，公司表示，公司下

属控股子公司深圳融发投资有限公司投资开

发的在建投资性房地产皇庭国商购物广场项

目已完工并达到预定可开业状态， 对该投资

性房地产后续计量采用公允价值计量模式计

量产生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预计增加2013年

度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24.55亿元。

另外，宜华地产预计2013年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为1亿元， 同比增长

4190.37%； 金浦钛业预计2013年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9500万元，同比增长

2899.4%；银泰资源预计2013年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为4.4亿元到4.8亿元，

同比增长2619%到2867%； 永鼎股份预计

2013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134.12万元，同比增长1550%；嘉应制药预

计2013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37亿元到1.4亿元， 同比增长1710.23%至

1749.87%。

在业绩预忧的上市公司中， 有37家上市

公司表示2013年将继续亏损，113家公司称将

首次出现亏损，包括宏达新材、欣龙控股、吉

林化纤、 瑞泰科技等在内的28家上市公司预

计业绩下滑幅度将超过1000%。

其中，宏达新材1月21日发布业绩修正预

告，预计2013年亏损8亿元到8.5亿元，同比下

滑21813.92%到23171.04%，成为目前已经发

布业绩预告上市公司中的“预亏王” 。 去年三

季报， 公司预计2013年亏损6.8亿元到7亿元。

对于业绩下调的原因，公司称，一是子公司江

苏利洪硅材料有限公司处理存货、预付账款、

房产土地设备补办手续费用、处理三废费用、

员工辞退补偿金等预计增加亏损约5000万

元； 二是公司出售给镇江江南化工有限公司

的房屋土地税金比原来预计增加约2000万

元； 三是公司出售给镇江江南化工有限公司

的硅氧烷设备2013年无法达到收入确认条

件， 历年硅氧烷资产相关的未摊销补贴3200

万元无法按照原预计进入2013年损益； 四是

因亏损严重终止确认递延的所得税资产1775

万元； 五是子公司江苏新宝科技有限公司因

政府回购房产土地停产， 存货和设备正在处

理，该公司预计亏损1300万元。

另外， 欣龙控股预计2013年亏损3000万

元，同比下滑4648.21%；吉林化纤预计2013年

亏损3.35亿元到4.25亿元，同比下滑3476.11%

到4383.12%；瑞泰科技预计2013年亏损1.2亿

元 到 1.35 亿 元 ， 同 比 下 滑 3554.29% 至

3986.08%。

医药电力行业表现可期

分行业来看，房地产、国防军工、医药、通信、

电力、钢铁等行业业绩预增的情况较为乐观。

受益于新产品开发、专科用药优势发挥、

向大健康领域拓展等因素影响， 医药上市公

司2013年业绩预告普遍向好。 从已经公布业

绩预告的97家医药行业上市公司的情况来

看，业绩预喜的公司达75家，占比77.32%。 从

细分领域来看， 中成药和生物制剂对上市公

司的业绩提升贡献较大，且前景广阔。 另外，

在2013年， 尽管反商业贿赂等政策的实施对

医药行业有一定影响， 但受到影响的主要是

部分外资企业，国内上市公司受影响较小。

电力行业和钢铁行业则“借煤炭酒杯，浇

心中块垒” 。受益于煤炭价格大幅下跌带来的

成本下降影响， 整个电力行业呈现全面开花

的局面。 从已经公布的23家电力上市公司全

年业绩预告来看， 业绩预喜的达20家， 占比

86.96%。

而钢铁行业整体上之所以能在2013年降

本增效、扭亏为盈，客观上也受益于煤炭价格

大幅下跌带来的成本下降。 据统计，2013年炼

钢生铁制造成本同比下降了10.24%。 1月22

日， 国家发改委就宏观经济与政策等方面情

况举行新闻发布会， 发改委产业协调司司长

陈斌表示，2013年钢铁实现扭亏为盈。 而钢铁

行业业绩预告的情况也反映了上述事实，在

已经公布业绩预告的15家钢铁行业上市公司

中，实现业绩预喜的有12家，占比80%。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 不幸的家庭却

各有各的不幸。 相较而言，餐饮旅游、食品饮

料、农林牧渔、煤炭开采等行业的业绩预告情

况不乐观，政策影响、突发事件、市场不振等

因素均对部分行业上市公司的业绩产生了不

利影响。 其中，部分餐饮旅游上市公司所受冲

击最大，业绩出现持续下滑的局面。 从已经公

布业绩预告的11家餐饮旅游上市公司情况来

看，净利润预忧的有7家，占比63.64%，这7家

上市公司净利润预计同比下滑最大幅度均在

40%以上。

受突发事件的影响， 部分行业的子行业

还出现了“一损俱损” 的局面，这其中从去年

年初蔓延至去年年底的禽流感疫情对肉鸡行

业的冲击尤为显著。 从肉鸡行业上、中、下游

三家龙头企业公布的业绩预告来看， 主营祖

代鸡苗的益生股份预计全年将亏损1.7亿至2

亿元； 主营父母代鸡苗的民和股份预计全年

亏损达2.2亿至2.3亿元；主营肉鸡加工并一心

打造全产业链的圣农发展则预计全年亏损

3500万元至9500万元。

煤炭开采业的萎靡不振则主要受工业生

产景气下降的拖累， 量价齐跌令煤炭开采上

市公司净利润同比大幅下滑。 从已经公布业

绩预告的20家煤炭开采上市公司的业绩预告

来看，业绩预忧的达14家，占比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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