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机构掘金超跌绩优股（主）

本报记者 李香才

近期上市公司股价普遍下挫。 随着大盘企稳反弹，上半年业绩大幅增长股价却大幅下跌的公司开始受到关注。 在市场下跌过程中，一些机构投资者频频调研上市公司，为后续投资布局做准备。 与此同时，产业资本开始密集举牌部分股价跌幅较大的上市公司。

中小创公司业绩增长较快

据Wind资讯统计，截至7月11日，沪深两市共有1286家上市公司公布上半年业绩预告。 其中，预增、续盈、扭亏、略增等预喜的公司家数合计为838家，占比达65%。 据统计，中小板公司业绩预告已基本披露完毕，中小板公司上半年业绩整体较好。 从现有公布业绩预告的公司来看，业绩增速较快的公司仍主要集中于中小板和创业板公司。 6月15日开始的这轮下跌中，中小板和创业板公司成为下跌“主力军”。 随着大盘反弹，中小板和创业板公司的表现值得关注。

长江证券报告认为，众多中小市值公司的改革牛、转型牛才是真正能重燃市场激情的引擎，创业板、中小板的中小市值公司转型互联网是A股的活力和信心所在。

据悉，上半年业绩增幅超过10倍的公司共计11家，其中两家为深市主板公司为康达尔和华媒控股，两家为创业板公司为红宇新材和恒顺众昇，其余7家均为中小板公司，按照业绩增幅由高到低排列依次为顺荣三七、深圳惠程、海翔药业、冠福股份、浩宁达、汉麻产业和金一文化。 11家公司中，从6月15日以来的股价跌幅来看，恒顺众昇下跌幅度最小，下跌3.06%；其次为金一文化，下跌31.65%；其余9家公司股价跌幅均超过40%。

按行业来看，传媒、非银金融、医药生物等行业公司上半年业绩整体较好。 业绩增幅超过10倍的公司中，华媒控股、顺荣三七均为传媒行业公司，传媒行业公司业绩增长翻倍的公司还包括跨境通、拓维信息、互动娱乐、唐德影视、新文化、天威视讯、华谊嘉信等。 生意宝、跨境通、拓维信息、游族网络、新文化、长城影视、华媒控股等公司在此轮调整中跌幅较大，6月15日以来的股价跌幅均超过50%。

渤海证券报告认为，一方面文化传媒行业中长期的成长逻辑并未因行情惨淡而发生改变；另一方面，未来行业及板块内个股的走势将逐步呈现分化的特征。 投资者短期内对于传媒行业的投资逻辑应保持审慎，尽量规避前期涨幅过大且尚未有业绩支撑的相关题材股。

机构密集调研超跌股

巴菲特曾说过：“别人贪婪时我恐惧，别人恐惧时我贪婪。 ”在这轮暴跌中，与一些机构和散户出逃形成对比的是，有些机构开始着手调研超跌股，试图发觉被错杀的公司。 而更加“贪婪”的是一些产业资本，诸如中科招商、潇湘资本等已经开始密集举牌。

据科陆电子披露，6月23日下午，公司接待了东方港湾、东莞证券、广州证券、瀚信资产、弘立投资、厚德投资、华商基金、华夏基金等诸多机构的调研。 公司表示，截至目前，公司储能业务实现订单总额近5亿元。 海外市场拓展方面，公司在东亚、中亚、南非、欧洲等海外地区拓展情况良好，海外销售订单大幅增加。 目前公司已成功进入全球60多个国家与地区，公司国际化的经营格局正在形成。

科陆电子6月15日以来股价跌幅为38.34%。 公司在披露一季报时称，2015年上半年公司智能电网业务稳定增长，新能源业务的开拓取得实质性进展，光伏电站项目为公司贡献了较为稳定的收入和利润。 预计上半年实现净利润6226.73至7924.92万元，同比增长10%至40%。 信达证券报告认为，科陆电子在能源互联网上强势拓展及卡位优势，未来几年业绩具有高成长性，科陆电子是被市场错杀的优质标的。

据联络互动披露的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公司7月7日接待了信达澳银基金和长城基金的调研。 联络互动表示，公司将加强与Avegant公司的深度合作，抓住市场机遇，在大中华地区全面推广Glyph虚拟现实眼镜，将智能眼镜打造成公司一个全新的入口。 公司表示，将根据自身情况，通过外延并购合作打造生态圈。 公司从2015年之后，陆续投资了几家游戏公司和渠道公司，后期还将密切关注行业内的优质标的，但投资并购的方向会始终和公司的战略发展相一致。 联络互动在一季报中称，公司应用分发业务持续增长，产能持续释放，带动公司半年度净利润大幅增长。 预计上半年实现净利润1.3亿元至1.4亿元，同比增长128.61%至146.20%。 6月15日以来，公司股价累计跌幅高达49.61%。

股价的大幅下跌也给产业资本举牌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随着调整持续，产业资本争相出手。 7月以来，中科招商举牌朗科科技、三变科技、天晟新材、鼎泰新材、大连圣亚和北矿磁材；刘益谦通过国华人寿举牌有研新材和国农科技；“成功系”掌门人刘虹通过潇湘资本举牌朗科科技。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被举牌的公司中大多数目前总市值较小，在此轮调整中跌幅较大。 被举牌的消息一经公布，这些公司股价闻风大涨。

券商估值优势明显

受益于上半年的牛市效应，上市券商上半年业绩大幅增长。 根据中国证券业协会对22家上市证券公司2015年度上半年经营数据统计，上市证券公司普遍经营稳定，盈利继续保持较快增长。 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合计1737.48亿元，同比增长280.13%；实现净利润846.93亿元，同比增长358.05%。 中国证券业协会统计，光大证券上半年净利润增幅超过13倍，增幅最高，其次为西部证券，增幅超过8倍。 西部证券公布的上半年业绩快报显示，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0.15亿元，同比增长446.36%；实现净利润15.18亿元，同比增长896.75%。

国海证券报告称，此前的大跌让人更加关注行业风控，未来行业监管趋严概率较大，融资类业务和创新业务的后续发展有待观察，注册制推出或更谨慎。 预计参与救市的主力券商将获得更多政策倾斜。 市场中长期有望进入慢牛格局，券商板块或超越指数。 “宽松+改革”未停，危机过后，市场有望回归理智，慢牛上路。 下半年市场活跃度或有所减弱，但不影响券商行业全年净利润高增长，券商板块估值优势明显。

在上半年牛市行情中，多家上市公司通过减持其他上市公司股份获得投资收益，业绩大幅增长。 渝三峡A预计今年上半年实现盈利1.45亿元至1.53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382%至409%。 渝三峡A表示，公司业绩增长变动较大主要系出售北京北陆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37万股股票取得投资收益约1.24亿元。

烟台冰轮预计上半年实现净利润1.78亿元-2.02亿元，同比增长190%-230%。 烟台冰轮表示，2015年上半年公司净利润上涨的主要原因在于投资收益显著增加。 上半年公司累计出售万华化学962万股，均价24.85元/股，扣除会计成本、交易税费和所得税后，盈利约1.7亿元。

深圳惠程预计，上半年净利润同比增长5129.32%-5179.32%。 公司称，主要是因为公司从事证券投资产生收益增加。

根据目前多家机构的观点，下半年A股有望走出一波慢牛行情。 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份较多的公司，通过减持有望增加投资收益，从而实现业绩增长。 不过，业内人士指出，依靠投资收益提振业绩不具可持续性，投资者投资此类股票还需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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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看好低估值蓝筹

□

本报记者 刘夏村

在一系列救市措施之下，A股逐渐企稳。 一

些机构认为，目前牛市格局未改，流动性冲击结

束后，市场中长期仍然向好，在政策底已经出现

的情况下，股指进一步下行的空间有限。 与此同

时，机构认为，经过快速下跌，市场整体估值水平

已大幅下降，长期投资价值逐步显现。 从板块估

值看，家电、煤炭、汽车、房地产、食品饮料估值占

优，新股暂缓发行阶段性提高了次新股作为“价

值洼地”的稀缺性。

牛市格局未变

尽管近期A股遭遇持续大跌， 但一些基金认

为，目前牛市格局尚未改变，牛市下半场将开启。工

银瑞信基金认为，从中长期看，考虑到利率下行、居

民大类资产配置向权益资产转移、深化改革和结构

转型仍在坚定推进这三大逻辑并未发生根本改变，

监管层呵护牛市、倡导慢牛的态度也很坚决。因此，

A股中长期走牛仍是大概率事件。 短期来看，一方

面近期股市大幅下挫，已经令前期股市快速上涨而

积累的风险得到较大程度释放。另一方面在剧烈波

动的市场中， 监管层释放的政策扶持信号愈发强

烈。 在股市的政策底已经出现的情况下，股指进一

步下行的空间料有限。

汇添富基金认为，A股市场的中长期向好趋

势没有改变，流动性冲击结束后，市场中长期仍

然向好。这一轮行情的核心驱动力在于改革红利

和创新红利的释放。 改革步伐没有放缓，创新的

力量也仍然坚挺，宏观基本面在逐步复苏。因此，

股市中长期向好的根基尚存。当流动性冲击结束

后，市场会重新恢复升势。

海富通基金亦认为，中国经济处在一个传统

和转型的衔接时期，低利率趋势会延续，居民依

然有着权益类资产配置需求。目前市场对之前的

过度乐观进行修正，在市场变得更理性后，风险

最终将转化为机遇。

蓝筹价值凸显

对于后市投资机遇， 泰达宏利基金认为，经

过快速下跌， 市场整体估值水平已大幅下降，长

期投资价值逐步显现。 短期来看，对那些只擅长

讲故事、偏博弈的品种，投资者还是回避为宜，可

以从估值安全的角度去关注一些成长性和估值

相匹配、股息率较高的蓝筹品种。

中信建投认为， 沪深两市的市盈率已从高位

滑落到今年一季度末水平。 相对创业板、中小板仍

高达98倍和62倍的PE水平， 沪深300市盈率仅为

14.66倍，估值的安全边际开始显现。 从A股的板块

估值看，家电、煤炭、汽车、房地产、食品饮料估值占

优。 考虑到救市资金投放标的集中在大盘蓝筹，接

下来市场演绎大概率是蓝筹与成长背离行情，业

绩确定、估值合理的蓝筹股票将是配置重点。 而成

长板块里业绩提升确定的标的将是次优选择。

国金证券认为， 新股暂缓发行阶段性提高了

次新股作为“价值洼地”的稀缺性。 投资的偏好可

能向前期超跌次新股转移，次新股的成长性高，有

一定安全边际的特点有望继续被投资者关注。

近期上市公司股价普遍下挫。 随着大盘企稳反弹，上半年业绩大幅增长

股价却大幅下跌的公司开始受到关注。 在市场下跌过程中，一些机构投资者

频频调研上市公司，为后续投资布局做准备。 与此同时，产业资本开始密集

举牌部分股价跌幅较大的上市公司。

上市公司大股东积极增持

□

本报记者 倪铭娅

大股东和董监高增持上市公司股份正成为

此次维护股市稳定的重要举措之一。中国证券报

记者梳理发现，两市已有700多家上市公司公告

增持、回购计划。接下来，预计会有更多上市公司

披露增持计划。

大股东增持维稳

证监会新闻发言人邓舸日前表示，证监会已

要求所有上市公司， 立即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

定维护公司股价稳定的具体措施，包括但不限于

采取如下措施：大股东增持、董监高增持、公司回

购股份、员工持股计划、股权激励等，这些措施的

相关方案应尽快予以披露。

邓舸表示，该项措施得到了上市公司及大股

东的积极响应， 包括北京创业板董事长俱乐部、

创业板首批28家公司实际控制人、浙江24家公司

董事长等多个上市公司联盟以及大连、 青岛、湖

南等多地上市公司集体发声， 宣布通过积极增

持、回购、暂不减持等方式稳定公司股价。

大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公司

股票出现大幅下跌时通过增持股票等方式稳定

股价是有利于产业资本在合理价位增持公司股

票，同时避免公司股价出现非理性下跌。据了解，

已有相当数量的上市公司大股东及董监高拟于

近日增持本公司股票。

中国铁建董秘余兴喜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

采访时表示，在未来6个月内，中铁建总公司将

视股价变化情况确定是否继续通过上海证券交

易所交易系统增持公司股份，累计增持比例不超

过公司已发行总股份的2%。

光大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徐高认为，大股东和

董监高增持更重要的意义在于提振市场信心。对

市场来说，大股东增持会起到托底的作用；对上

市公司来说，他们也是为稳定市场出力。

提振投资者信心

此前，市场对上市公司增持或者减持较为敏

感，相关监管也比较严格。这次政策松绑，在英大

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大霄看来，此举是找到了稳

定股市的关键， 上市公司增持或不减持自家股

票，可以为股市流动性输血。

证监会日前发布通知明确规定，6个月内，

大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通过二

级市场减持本公司股份。

近日111家央企承诺在股市异常波动时期，

不减持所控股上市公司股票，加大对股价严重偏

离其价值的央企控股上市公司股票的增持力度，

努力保持上市公司股价稳定。中国证券报记者采

访了解到，除央企外，越来越多的企业明确表示，

未来6个月内不会减持公司股份。 泛海控股董秘

陈怀东表示，公司已承诺不减持。 目前大股东增

持股份已完成，正进一步考虑董监高增持方案。

值得关注的是，尽管越来越多的上市公司大

股东及高管表示增持或不减持股份，但停牌的公

司依然较多。 在此情况下，下一步市场将呈怎样

走势。对此，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邵宇表示，市

场政策底部基本确认， 但由于停牌公司较多，未

来可能还会出现一定震荡。 邵宇称，市场上流动

性其实还是相对匮乏的。目前来看可能还会有一

段时间的波动，投资者要注意风险。

跌幅较大的部分公司上半年业绩预告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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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构掘金超跌绩优股

□

本报记者 李香才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业绩预告类型 预计净利润最高增幅(%) 所属申万行业

6月15日以来累计涨跌幅

（%）

002357.SZ

富临运业 略增

30.00

交通运输

-65.77

300447.SZ

全信股份 略增

12.00

电气设备

-65.15

002253.SZ

川大智胜 续盈

25.00

计算机

-64.79

002584.SZ

西陇化工 续盈

20.00

化工

-64.77

002407.SZ

多氟多 预增

160.00

化工

-64.37

002609.SZ

捷顺科技 略增

30.00

计算机

-64.26

002548.SZ

金新农 续盈

30.00

农林牧渔

-64.05

600727.SH

鲁北化工 预增

200.00

化工

-63.74

002451.SZ

摩恩电气 预增

60.00

电气设备

-63.70

002331.SZ

皖通科技 续盈

30.00

计算机

-63.62

002556.SZ

辉隆股份 略增

50.00

化工

-63.56

002395.SZ

双象股份 预增

110.00

化工

-63.53

002176.SZ

江特电机 略增

30.00

电气设备

-63.48

002290.SZ

禾盛新材 续盈

20.00

家用电器

-63.29

002274.SZ

华昌化工 扭亏

138.53

化工

-63.19

300025.SZ

华星创业 略增

30.00

通信

-62.96

002580.SZ

圣阳股份 略增

40.00

电气设备

-62.61

300445.SZ

康斯特 略增

35.00

机械设备

-61.92

300019.SZ

硅宝科技 略增

15.00

化工

-61.91

中小创公司业绩增长较快

据Wind资讯统计，截至7月11日，沪

深两市共有1286家上市公司公布上半年

业绩预告。 其中，预增、续盈、扭亏、略增

等预喜的公司家数合计为838家，占比达

65%。 据统计，中小板公司业绩预告已基

本披露完毕， 中小板公司上半年业绩整

体较好。 从现有公布业绩预告的公司来

看， 业绩增速较快的公司仍主要集中于

中小板和创业板公司。 6月15日开始的这

轮下跌中， 中小板和创业板公司成为下

跌“主力军” 。 随着大盘反弹，中小板和

创业板公司的表现值得关注。

长江证券报告认为， 众多中小市值

公司的改革牛、 转型牛才是真正能重燃

市场激情的引擎，创业板、中小板的中小

市值公司转型互联网是A股的活力和信

心所在。

上半年业绩增幅超过10倍的公司共

计11家， 其中两家为深市主板公司为康

达尔和华媒控股，两家为创业板公司为红

宇新材和恒顺众昇，其余7家均为中小板

公司，按照业绩增幅由高到低排列依次为

顺荣三七、深圳惠程、海翔药业、冠福股

份、浩宁达、汉麻产业和金一文化。

按行业来看，传媒、非银金融、医药生

物等行业公司上半年业绩整体较好。业绩

增幅超过10倍的公司中，华媒控股、顺荣

三七均为传媒行业公司，传媒行业公司业

绩增长翻倍的公司还包括跨境通、拓维信

息、互动娱乐、唐德影视、新文化、天威视

讯、华谊嘉信等。 生意宝、跨境通、拓维信

息、游族网络、新文化、长城影视、华媒控

股等公司在此轮调整中跌幅较大，6月15

日以来的股价跌幅均超过50%。

渤海证券报告认为，一方面文化传媒

行业中长期的成长逻辑并未因行情惨淡

而发生改变；另一方面，未来行业及板块

内个股的走势将逐步呈现分化的特征。投

资者短期内对于传媒行业的投资逻辑应

保持审慎，尽量规避前期涨幅过大且尚未

有业绩支撑的相关题材股。

机构密集调研超跌股

巴菲特曾说过：“别人贪婪时我恐

惧，别人恐惧时我贪婪。 ” 在这轮暴跌中，

与一些机构和散户出逃形成对比的是，有

些机构开始着手调研超跌股，试图发觉被

错杀的公司。 而更加“贪婪” 的是一些产

业资本，诸如中科招商、潇湘资本等已经

开始密集举牌。

据科陆电子披露，6月23日下午，公司

接待了东方港湾、东莞证券、广州证券、瀚

信资产、弘立投资、厚德投资、华商基金、

华夏基金等诸多机构的调研。 公司表示，

截至目前，公司储能业务实现订单总额近

5亿元。 海外市场拓展方面，公司在东亚、

中亚、南非、欧洲等海外地区拓展情况良

好，海外销售订单大幅增加。 目前公司已

成功进入全球60多个国家与地区，公司国

际化的经营格局正在形成。

科陆电子6月15日以来股价跌幅为

38.34%。 公司在披露一季报时称，2015年

上半年公司智能电网业务稳定增长，新能

源业务的开拓取得实质性进展，光伏电站

项目为公司贡献了较为稳定的收入和利

润。 预计上半年实现净利润6226.73至

7924.92万元，同比增长10%至40%。 信达

证券报告认为，科陆电子在能源互联网上

强势拓展及卡位优势，未来几年业绩具有

高成长性，科陆电子是被市场错杀的优质

标的。

据联络互动披露的投资者关系活动

记录表，公司7月7日接待了信达澳银基金

和长城基金的调研。 联络互动表示，公司

将加强与Avegant公司的深度合作，抓住

市场机遇，在大中华地区全面推广Glyph

虚拟现实眼镜，将智能眼镜打造成公司一

个全新的入口。 公司表示，将根据自身情

况，通过外延并购合作打造生态圈。 公司

从2015年之后，陆续投资了几家游戏公司

和渠道公司，后期还将密切关注行业内的

优质标的，但投资并购的方向会始终和公

司的战略发展相一致。联络互动在一季报

中称，公司应用分发

业务持续增长，产能

持续释放，带动公司

半年度净利润大幅

增长。预计上半年实

现净利润1.3亿元至1.4亿元， 同比增长

128.61%至146.20%。 6月15日以来，公司

股价累计跌幅高达49.61%。

股价的大幅下跌也给产业资本举

牌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随着调整持

续，产业资本争相出手。 7月以来，中科

招商举牌朗科科技、三变科技、天晟新

材、鼎泰新材、大连圣亚和北矿磁材；刘

益谦通过国华人寿举牌有研新材和国

农科技；“成功系” 掌门人刘虹通过潇

湘资本举牌朗科科技。 值得注意的是，

这些被举牌的公司中大多数目前总市

值较小，在此轮调整中跌幅较大。 被举

牌的消息一经公布，这些公司股价闻风

大涨。

券商估值优势明显

受益于上半年的牛市效应，上市券商

上半年业绩大幅增长。根据中国证券业协

会对22家上市证券公司2015年度上半年

经营数据统计，上市证券公司普遍经营稳

定，盈利继续保持较快增长。 上半年实现

营业收入合计1737.48亿元， 同比增长

280.13%；实现净利润846.93亿元，同比增

长358.05%。 中国证券业协会统计，光大

证券上半年净利润增幅超过13倍，增幅最

高，其次为西部证券，增幅超过8倍。 西部

证券公布的上半年业绩快报显示，上半年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0.15亿元， 同比增长

446.36%；实现净利润15.18亿元，同比增

长896.75%。

国海证券报告称， 此前的大跌让人

更加关注行业风控，未来行业监管趋严

概率较大，融资类业务和创新业务的后

续发展有待观察， 注册制推出或更谨

慎。 预计参与救市的主力券商将获得更

多政策倾斜。 市场中长期有望进入慢牛

格局，券商板块或超越指数。 “宽松+改

革” 未停，危机过后，市场有望回归理

智，慢牛上路。 下半年市场活跃度或有

所减弱，但不影响券商行业全年净利润

高增长，券商板块估值优势明显。

在上半年牛市行情中，多家上市公司

通过减持其他上市公司股份获得投资收

益，业绩大幅增长。 渝三峡A预计今年上

半年实现盈利1.45亿元至1.53亿元， 比上

年同期增长382%至409%。 渝三峡A表

示，公司业绩增长变动较大主要系出售北

京北陆药业股份有限公司237万股股票取

得投资收益约1.24亿元。

烟台冰轮预计上半年实现净利润1.78

亿元-2.02亿元， 同比增长190%-230%。

烟台冰轮表示 ，2015年上半年公司净

利润上涨的主要原因在于投资收益显

著增加。 上半年公司累计出售万华化

学962万股，均价24.85元 /股，扣除会

计成本、交易税费和所得税后，盈利约

1.7亿元。

深圳惠程预计，上半年净利润同比增

长5129.32%-5179.32%。 公司称，主要是

因为公司从事证券投资产生收益增加。

根据目前多家机构的观点，下半年A

股有望走出一波慢牛行情。 持有其他上

市公司股份较多的公司， 通过减持有望

增加投资收益， 从而实现业绩增长。 不

过，业内人士指出，依靠投资收益提振业

绩不具可持续性， 投资者投资此类股票

还需谨慎。

制图/王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