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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7家公司一季度净利增长5.85%

□

本报记者 于萍

截至4月26日记者发稿时，沪深两市

已有1307家公司披露一季报。 这些公司

1-3月实现归属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1113.40亿元，同比增长5.85%；实现营业

总收入14362.72亿元，同比增长2.24%。

同花顺iFinD统计显示，上述1307家

公司中，有800家公司一季度实现同比增

长或扭亏，占比超过六成。 在业绩增长的

公司中， 有125家公司业绩增幅在100%

以上。 拓展经营范围、实现转型升级是不

少公司一季度业绩大增的重要原因。

分板块看， 一季度沪市公司业绩整

体增幅约为3%，深市主板公司业绩增幅

约为8%，中小板及创业板整体业绩增幅

在17%以上。对比2014年一季度，中小板

和创业板的业绩增速在2015年一季度有

所回升， 而沪深主板公司业绩增幅出现

下滑。

已披露一季报上市公司中， 证券、互

联网传媒、 环保工程等行业业绩增幅在

100%以上，生物、医疗、通信设备、计算机

等行业增幅超过30%。 农林牧渔、机械设

备、采掘、钢铁有色等传统行业业绩出现

明显下滑。 继年报高增长后，上市券商在

一季度依旧“风光无限” ，已披露一季报

的6家券商业绩增幅均在100%以上。

目前，已有463家上市公司披露了半

年报业绩预告，业绩预增及扭亏的公司达

250家。 上半年业绩预增的公司主要集中

在电子、传媒、医药生物等行业。房地产上

市公司在年报和一季报相对低迷的基础

上，上半年业绩仍难出现明显好转。 6家

披露半年报预告的上市房企仅世联行预

增，荣盛发展、合肥城建、世荣兆业等公司

业绩在一季度下滑的基础上，上半年预计

仍将同比减少。

业内人士认为，借助并购重组，上市

公司实现了既有业务的转型升级甚至跳

跃式发展，并带动业绩大幅提升。 2014年

众多上市公司通过并购实现上下游重组

或跨界整合，并购效果将在一季报和半年

报时逐步显现。（更多报道见A0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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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保监会指定披露保险信息

中国证监会指定披露上市公司信息

中国银监会指定披露信托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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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类追“猪”技巧：转债的小赔大赚经

转债这个小众产品因为混合证券的属性而大放光芒，其“进可攻、退可守”

的风险收益特性，最符合“小赔大赚”的投资法则，在很多时候甚至比正股更能

“吸金” 。

领涨板块轮动 A股进入“换仓季”

分析人士认为，考虑到上周大盘冲高遇阻释放一定整固信号，市场调仓换

股热情有望持续爆发，带动市场进入“换仓季” 。建议投资者重点关注前期滞涨

的弱周期行业，以及具备成长性的中小盘股。

发现价值

共创财富

梧桐热线：4008� 333� 960

甘肃中环生物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甘肃中环生物能源有限责任公司于2006年初成立，公司是专业从事生物

质能源、蓖麻种植推广的企业。 公司拥有一批长期从事林木种植工作的高中

级技术人才，对整地规划、育苗种植、抚育管理有丰富的实践经验，2007年8

月与甘肃金塔县政府签署建立生物质能源基地建设协议，并于当年10月在甘

肃金塔县获得项目立项备份， 办理了100万亩种植基

地红线图，10000亩种植示范基地土地证， 以及种植

地67950.7亩土地证， 目前公司预估拥有18亿元的资

产值。 公司于2014年1月10日在前海股权交易中心成

功挂牌，挂牌代码：663142。

在前海股权交易中心成功挂牌（代码：663142）

IPO堰塞湖平稳泄洪

对A股市场冲击料有限

□

本报记者 王小伟

证监会发行监管部《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正常审核状态企业基本信息情

况表》最新披露情况显示，截至4月23

日， 两市共有562家企业排队，519家

企业处于正常审核状态，其中有34家

已通过发审会， 包括上交所14家，深

交所中小板8家，创业板12家。 另有43

家企业进入中止审查名单。

券商人士认为， 监管层日前表示

将“适度加大新股供给” ， 按照目前

“一月两发”的节奏，排队企业消化速

度加快， 此前市场高度担忧的堰塞湖

压力有望排除， 包括城商行在内的大

盘股有望逐步发行， 并为注册制改革

铺路。不过虽然新股发行节奏提速，但

从排队企业的情况来看，与2007年上

一轮牛市的情况相比总体融资规模普

遍较小。因此，年内新股发行对A股市

场的冲击力度或将有限。

562家企业排队IPO

上交所IPO排队企业为228家，其

中国泰君安证券、欧普照明、江苏银行、

新华网等156家企业为“已受理”状态，

占比67%；中国核能电力、杭州银行等

46家企业处于“已反馈” 状态， 占比

20%； 江苏申利实业等11家企业处于

“预先披露更新”状态；鑫广绿环再生

资源1家公司已提交发审会讨论但是暂

缓表决；此外，包括乔丹体育、引力传

媒、上海吉祥航空等在内的14家企业已

通过发审会，一旦拿到批文，便可IPO。

深交所中小板目前正在排队的企

业为119家，其中周大生珠宝、第一创

业证券等75家企业的审核状态为“已

受理” ，占比63%；江苏张家港农村商

业银行等17家公司的审核状态为“已

反馈” ； 深圳可立克科技等19家公司

处于“预先披露更新” 阶段；此外，包

括广东秋盛资源等在内的8家公司目

前已通过发审会。

深交所创业板目前正在排队的企

业为172家。 其中四三九九网络等82

家企业的审核状态为“已受理” ，北京

数字认证等49家企业的审核状态为

“已反馈” ， 合纵科技等28家企业处

于“预先披露更新”阶段；广东中潜公

司已提交发审会讨论但暂缓表决；此

外还有包括高伟达软件在内的12家

公司已通过发审会。 （下转A02版）

休刊启事

根据国家有关2015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和沪深交易所

“五一”期间休市安排，本报从2015年5月1日起休刊，4日恢复正常

出报。 本报编辑部

姜洋：加强资本市场与现代农业对接

研究推出更多涉农期货品种

□

本报记者 王小伟

证监会副主席姜洋日前在中国农村

金融发展论坛上指出，证监会下一步将按

照党中央、国务院的有关部署，全面加强

资本市场与现代农业的对接，重点做好以

下方面工作。

首先，进一步加大资本市场服务“三

农” 的力度。继续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

系， 有效拓宽资本市场服务的领域和范

围，满足不同发展水平、阶段的农业企业

多样化的融资需求； 尤其要支持区域性

股权市场的规范发展， 鼓励证券公司立

足当地、深耕细作，积极为包括农业企业

在内的小微企业提供个性化、 专业化的

服务。 继续支持农业龙头企业和大型专

业化公司，通过并购、重组等方式，有效

整合上下游产业链， 进一步增强龙头企

业辐射能力， 全面提高我国农业产业化

经营水平。

其次，不断增加符合“三农” 特色的

金融服务供给。 主动适应农村实际、农业

特点和农民需求，推动证券、基金等经营

机构积极开发宜农惠农产品，在进一步拓

宽涉农企业融资渠道的同时，切实满足农

民多元化的财富管理需求。支持期货经营

机构完善内生发展机制，推进产品再造和

业务创新，为中小微农业企业提供合作套

保、定价服务、仓单服务等综合性业务，提

高风险管理能力，促进企业稳健经营。 支

持农业产业投资基金、农业私募股权投资

基金和农业科技创业投资基金发展，进一

步盘活、留住农村存量资金，吸引城市等

外来增量资金，为“三农” 发展引入源头

活水。

再次，促进农业产业创新驱动发展。

资本市场天然具有促进科技创新的功能

和优势。 要充分发挥科技创新与资本市

场有效对接的优势， 进一步加强市场基

础建设， 健全有利于农业创新发展的制

度安排， 通过规范发展股权众筹融资业

务、 丰富中小企业债券融资品种以及支

持中小微企业发行优先股等方式， 有序

引导各类资本流入优质农业项目， 推动

科技、创意、资本与农业的全面对接，积

极支持高科技和新商业模式、 新经济业

态的农业企业成长壮大，为“三农” 发展

注入强劲动力。 （下转A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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