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逾250家公司公布半年报 “中小创”业绩表现突出

75家公司三季度业绩预喜

本报记者 李香才

截至8月1日，共有458家上市公司公布了2015年半年报和上半年业绩快报，占目前全部A股2780家上市公司的16%。 综合半年报和业绩快报情况来看，302家公司上半年业绩增长，占458家公司总数的66%。 分板块看，中小板和创业板公司业绩增幅有望好于主板公司，中小板和创业板公司是高送转主力军。

75家公司三季度业绩预喜

据Wind资讯统计，截至8月1日，251家上市公司公布了2015年半年报，207家上市公布了2015年半年报业绩快报，合计公布上半年业绩公司总数为458家，占目前全部A股2780家上市公司的16%。

公布半年报的251家上市公司中，159家公司上半年盈利实现增长，92家公司业绩下滑。 公布业绩快报的207家公司中，143家公司业绩实现增长，64家公司业绩下滑。 综合半年报和业绩快报情况来看，302家公司上半年业绩实现增长，156家公司业绩下滑，业绩增长公司家数占458家公司总数的比例为66%。

公布半年报的251家公司中，有105家公布了三季度业绩预告，其中预增、略增、续盈、扭亏等报喜公司总数为75家，预减、略减、续亏、首亏等报忧公司为28家，两家公司三季度业绩不确定。 对比三季度业绩预告和半年报业绩情况来看，半年报业绩增长的公司三季度多延续增长态势，而三季度报忧的公司半年报业绩也不理想。

综合半年报和业绩快报公布的盈利状况来看，中钢国际、深圳惠程、海翔药业、中远航运、汉麻产业、恒顺众昇、祥龙电业、兰州黄河8家公司上半年盈利增幅均超过10倍。 深圳惠程上半年实现净利润1.09亿元，证券投资收益起到重要作用。 根据深圳惠程披露，公司上半年证券投资实现投资收益8446.66万元，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账面股票余额29.11万元，全部为中签新股。 深圳惠程称，鉴于长期看好中国经济和资本市场的发展，公司未来将在不影响主业发展的情况下适时把证券投资金额提高到6亿元。 海翔药业上半年盈利同比增长4483.08%，主要原因系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台州前进（染料板块）纳入合并报表范围，使得公司盈利能力较去年同期大幅提升。 在船队效益改善、转拨付的船舶报废更新补助资金及确认处置埃尔夫润滑油（广州）有限公司股权增加投资收益等多个因素共同影响下，中远航运上半年盈利同比增长3325.59%。

海伦哲、宝诚股份、康强电子、西部材料、茂硕电源、龙宇燃油等公司业绩下滑幅度较大。 海伦哲称，由于受并购成本费用增加及去年收到军品退税收入等因素的影响，公司上半年出现营业收入增长但利润下降的情况。 海伦哲正在推进并购重组，拟收购深圳连硕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并购重组方案计划8月报证监会。 本次收购如获证监会核准，有望对公司未来快速发展起到强有力支撑作用；同时，也为公司围绕智能制造、提升公司整体智能化水平产生协同效应。 值得注意的是，海伦哲7月31日公布半年报，公司股价当天涨停。 业内分析认为，可沿着这一思路挖掘当前业绩不佳，但并购重组预期较大的公司。

中小创公司表现突出

虽然目前公布上半年业绩的公司家数占比为16%，但从板块分布方面来看，中小板和创业板公司业绩增长势头突出。 公布上半年业绩排名前20位的公司中，中小板和创业板公司合计为10家，占比为50%。

结合此前公布的业绩预告情况来看，创业板公司半年报业绩整体靓丽。 中信证券研究部根据历史上创业板半年报业绩预告和实际业绩之间的误差对整体业绩预告进行了修正，预计创业板上半年净利润同比增速达到26.8%（去年同期15.9%），二季度单季净利润同比增速达到37.8%，相较一季度明显反弹，接近2014年第四季度的历史增速高点。 在对并购重组产生的外延增长效应做适当修正后，创业板二季度单季净利润增速仍达32.8%，反映内生增长保持较快速度。 中小板二季度业绩增速预计也有明显反弹。 中信证券研究部分析，预计中小板公司2015年上半年净利润同比增速为18.8%，二季度单季同比增速为22.5%，剔除并购重组因素后，二季度单季增速为17.7%。 主板非金融公司预计二季度净利润下滑幅度有所趋缓，但整体预计负增长。

在经济结构调整和资金推动的影响下，上半年中小市值个股涨幅巨大。 经过6月以来的大幅调整，一些互联网相关主题如移动支付、大数据概念股的估值大幅回调，目前来看自年初至今涨幅较大的行业为智能汽车、食品安全、互联网金融、生物识别、网络安全等主题。 随着业务的完善以及盈利能力的提升，一些中小板、创业板个股已经发展成为市场的新蓝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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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河证券报告认为，结合当前的经济发展趋势状况以及流动性情况来看，优质的中小市值股票仍是投资首选。 上半年新入场资金追捧中小盘股，使中小板、创业板与主板的估值持续攀升。 6月中旬以来A股经历了深度调整，从估值情况来看，创业板估值依然维持高位，创业板中小板估值没有调整彻底，但结构性机会依然存在。

每到财报披露季，高送转往往会受到市场追捧。 截至目前，已有84家上市公司推出的中期分红方案提出每10股送转10股及以上，其中，中小板和创业板公司为60家，占比为71%；84家公司中，更是有16家上市公司提出每10股送转20股及以上，其中，中创业板和中小板公司达到10家，占比为63%。

低估值蓝筹受关注

分行业来看，目前已公布半年报公司中，非银金融、传媒、公用事业、家用电器、医药生物等板块公司业绩较好。

从半年报业绩来看，祥龙电业、黔源电力、涪陵电力、桂冠电力4家电力公司上半年业绩同比增长均超过1倍，祥龙电业增幅更是达到1070.77%。 从业绩预告情况来看，电力板块中期业绩靓丽，披露业绩预告的20家电力企业中，仅3家公司业绩同比出现回落。 广发证券认为，综合来看，受益于装机增长、煤价下行以及来水改善等因素，电力行业2015年盈利同比延续增长将是大概率事件。 后期伴随电改和国企改革推进，板块估值修复行情有望延续。

维尔利、清新环境、节能风电、中电环保、东江环保等节能环保公司也已公布半年报业绩，均实现增长。 国泰君安报告认为，2015年下半年环保板块不缺主题型投资机会。 近期关注冬奥会对大气治理及监测板块驱动形成的短期投资机会，下半年则聚焦“十三五”规划、央企改革、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PPP带来的政策驱动型主题性投资机会。 根据国泰君安策略团队观点，市场在震荡重建过程中需要选择业绩明确、微观结构出现明显改善（充分换手）的标的。 环保政策驱动、以及企业订单和业绩兑现已从2015年半年报高增长中有所体现。

从半年报业绩预告来看，近七成家电企业预计业绩同比实现增长。 在本轮调整中，有业绩支撑的低估值白电龙头成为“避风港”，防御性显著。 山西证券指出，白电行业在二级市场的表现整体好于其他子板块，美的集团、老板电器、青岛海尔、格力电器等凸显细分龙头的防御性。 更重要的是，目前白色家电的智能化还处于瓶颈期，资金雄厚的细分龙头企业更有研发和平台搭建的实力，未来这些公司值得期待。

医药生物板块公司同样值得关注，海翔药业、沃华医药、上海莱士、海普瑞等公司上半年业绩增幅均在1倍以上。 根据行业上市此前公布的业绩预告，约80%的公司业绩预增，福瑞股份、尔康制药等17家公司业绩增幅超过1倍。

西南证券报告指出，随着6月中下旬系统风险释放，医药行业估值大幅降低，2015年下半年寻找规避医改政策风险、行业收入高增长领域。 个股方面选择高增长、估值合理及基本面发生积极变化的四类标的：体外诊断行业受益于医改政策及进口替代标的；CAR-T细胞治疗技术领先标的；单方、复方中药配方颗粒放开或试生产；估值小、高增长的老树发新芽的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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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券商

上半年业绩靓丽

□

本报记者 李超

数据显示，上市券商上半年业绩靓丽。分析人

士认为，2015年上半年的靓丽业绩奠定了全年高

增长的基础，行业发展前景较乐观。随着利空因素

逐步消除，下半年券商表现中性偏乐观，行业长期

竞争力有望提升。 另一方面，基于“去杠杆” 的背

景，下半年券商业绩增长的不确定性加大。预计两

融业务规模增长将与股市行情相关性增强， 经纪

业务收入下半年环比增速趋于下降， 投行业务节

奏有所放缓。

整体业绩向好

上半年，券商获得了可观业绩增长。中国证券

业协会7月发布了22家上市证券公司2015年度上

半年经营数据（未经审计财务报表）的统计结果，

上市证券公司普遍经营稳定， 盈利继续保持较快

增长。上半年上市券商合计实现营业收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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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截至6月30日，22家A股上

市证券公司净资产为7660.49亿元， 同比增长

45.74%，约占全行业净资产的65%。

从整个行业看，绝大部分市场主体实现盈利。

未经审计的财务报表显示，125家证券公司上半

年实现营业收入3305.08亿元，120家公司实现盈

利。 各主营业务收入分别为代理买卖证券业务净

收入1584.35亿元、 证券承销与保荐业务净收入

160.51亿元、 财务顾问业务净收入43.54亿元、投

资咨询业务净收入19.25亿元、受托客户资产管理

业务净收入122.14亿元、证券投资收益（含公允

价值变动）920.63亿元、 利息净收入366.40亿元，

上半年实现净利润1531.96亿元。 截至6月30日，

125家证券公司总资产为8.27万亿元， 净资产为

1.30万亿元，净资本为1.14万亿元，客户交易结算

资金余额3.41万亿元， 托管证券市值38.62万亿

元，受托管理资金本金总额10.23万亿元。

中银国际证券分析师魏涛认为， 证券公司业

绩靓丽，高增长已成定局。 随着上证指数在2014

年5月企稳回升并在随后的12个月大幅上扬，股

基成交额放量，券商业绩受益显著。证券公司经纪

业务实现快速增长，整体收入同比上涨幅度可观。

农银国际证券分析员梁心敏表示， 资本中介

业务将成为盈利增长点，预期该业务在2015年对

行业的收入贡献将达20%-25%。随着金融业继续

放开， 资本中介业务将会继续推动证券公司收入

继续增长。 另外，投行业务增长将加快。

长江证券分析师刘俊认为，2015上半年业绩

奠定了全年高增长基础， 资本扩充提速进一步打

开了两融等资本中介业务的持续增长空间， 并购

重组等新业务快速增长， 以及股权激励的加速破

冰有望提升行业估值水平。

平安证券分析师缴文超表示，上半年，券商板

块表现在WIND24个二级行业中涨幅垫底，除去7

月初救市行动中作为主要标的有所表现外， 其他

时间表现都逊于大盘。虽然券商上半年业绩大增，

但2014年底券商股的上涨已经提前反映了这部

分业绩，市场关注的是2015年下半年以及明年券

商是否存在超预期的业绩表现。

或现反弹行情

对于下半年券商表现， 分析人士的看法出现

分化。 信达证券分析师王小军认为，券商、保险股

业绩与二级市场紧密相关，尤其是券商股，多项业

务是顺周期的， 近期二级市场的大幅波动对市场

预期有较大影响。对于券商股而言，交易量从大跌

之前的2万亿元左右快速下跌至1.2万亿元左右，

融资融券余额从2.2万亿元下跌至1.4万亿元，自营

业务、投行业务也受到影响。 投资者对下半年A股

市场走势存在较大分歧， 因而市场对下半年券商

股业绩预期也存在较大分歧。

魏涛认为，随着利空因素逐步消除，下半年

券商表现中性偏乐观， 行业长期竞争力有望提

升，但在“去杠杆” 背景下，下半年业绩增长的不

确定性加大。 总体上，证券公司下半年业绩增速

可能受到影响。 在金融混业趋势和互联网金融冲

击下，券商的差异化发展将成为必由之路，在不

同细分竞争领域，可能涌现出占据龙头地位的佼

佼者。 下半年资产证券化有望推进，这将成为券

商业绩新的增长点。 此外，深港通将成为下半年

行情的促发因素。

华融证券分析师赵莎莎表示， 从支持资本市

场改革和产业转型的角度看，3至5年内将是证券

行业跨越式发展的转型期， 金融改革将为券商提

供一个优秀的发展平台，新三板、场外市场、创新

式衍生品、 结构化产品等等都将为券商提供非常

好的发展机遇。在市场环境整体转好的基础下，券

商ROE有望整体步入上升周期，证券行业板块有

望出现强势反弹行情。

缴文超认为，虽然上半年业绩大增，但由于近

期股市急跌， 降杠杆将持续进行， 且IPO节奏放

缓，下半年券商业绩增长存在不确定性，但全年业

绩大概率仍保持大幅增长。 过去三年增长最快的

两融业务已经度过内生性增长期， 此后规模增长

将与股市行情强相关。 经纪业务收入下半年环比

增速将下降，投行业务开展节奏会有所放缓。

机构增持绩优蓝筹股

□

本报记者 张玉洁

随着上市公司开始披露半年报业绩，二季度机构持仓路

径逐渐清晰。 从机构二季度投资动向来看，基金仍偏爱银行

等蓝筹股，QFII和社保基金对有业绩支撑的二线蓝筹与中小

板个股较青睐。

QFII青睐二线蓝筹

东方财富数据显示，从目前公布的半年报来看，风格稳

健的QFII和社保基金对创业板态度较谨慎，对有一定业绩支

撑的中小板股票较青睐。 不过，目前公布半年报的公司主要

集中于中小板，进一步明确QFII和社保基金的持股动向还有

赖于更多半年报信息披露。

目前QFII入驻较多的上市公司有老板电器、 海大集团、

云海金属和金正大等。 具体机构方面，挪威中央银行位列海

大集团、金正大、万华化学等多股的前十大流通股东；科威特

政府投资局增持西部材料、新进汤臣倍健前十大流通股东。

海大集团、金正大和老板电器被增持数量位居前列。 海

大集团半年报显示，公司二季度获多家QFII增持。 挪威中央

银行二季度增持1936.81万股，目前位列第三大流动股东。 加

拿大年金计划投资委员会增持957万股， 目前位列第四大流

动股东。魁北克储蓄投资集团二季度也增持659.19万股。QFII

的大举增持或与海大集团中期业绩高成长有关。 公司中报显

示，上半年实现营收96.5亿元，同比增长8%；实现净利润2.79

亿元，同比增长42%，实现毛利率10.74%,为上市以来的最高

值。 此外，公司还在养殖、动物疫苗以及产业链金融方面有一

定转型看点。

金正大半年报显示，挪威中央银行和斯坦福大学位列前

十大流通股东，分别增持892万股和384万股，其中斯坦福大

学二季度新进股东。 而老板电器获增持897万股，其中CITI-

GROUP� GLOBAL� MARKETS� LIMITED 二 季 度 新 进

546.75万股。

除金正大和老板电器外，QFII新进的个股还有万华化学

和汤臣倍健，分别为4017.19万股和789.54万股。 尽管万华化

学半年报业绩下降27%，但加拿大年金计划、挪威中央银行分

别新进2260.79万股和1756.4万股。汤臣倍健二季度获科威特

政府投资局新进789.54万股。

在社保基金动向方面，东方财富数据显示，社保基金入

驻较多的上市公司有国机汽车、宏发股份、东睦股份、老白干

酒和宝新能源等。 从二季度动向来看，增持幅度较大的有康

得新、华闻传媒、宝新能源、森源电气和通化东宝，变动数值

分别为2522.36万股、1271.72万股、1020万股、1018.41万股和

874.06万股。二季度新进幅度较大的个股主要有南京银行、海

康威视、洽洽食品、合众思壮和华茂股份等，分别新进2400万

股、1599万股、840.01万股、688.04万股和511.51万股。

基金大举增持银行股

尽管目前大多数主板公司尚未公布半年报，但综合基金

二季报等数据看， 二季度基金增仓的方向以银行、 证券、航

空、医药以及部分国企改革概念股为主。 东方财富数据显示，

民生银行、兴业银行、工商银行、中国重工、农业银行、招商银

行等二季度获基金增持规模居前， 分别获增持198761.13万

股 、185088.04 万 股 、139176.86 万 股 、104729.29 万 股 、

98212.19万股和94026.69万股。

受油价大幅降低等利好提振，航空股二季度业绩维持高

速增长，因此也获得基金大举增持。 南方航空和东方航空分

别获增持17314.16万股和24076.71万股。其中，东方航空预计

2015年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35亿元到37

亿元，同比增长24900%到26329%。

尽管基金增仓的方向仍以蓝筹为主，但创业板中的万达

信息、 汉得信息和乐视网增持幅度居于前列， 分别获增持

8903.85万股、7728.79万股和6071万股。 尽管目前三家公司

仅公布了业绩预告， 但三家公司预计上半年净利润增速在

10%以上。

在基金二季度新进个股方面，中国一重、中国核电和国

泰君安规模居于前列。 其中受核电建设和国企改革双重利好

推动，中国一重二季度获富国中证国有企业改革指数分级新

进8563.52万股。

保险、地产等板块则成为二季度基金大幅减仓的“重灾

区” 。 TCL集团、长江证券、保利地产、长安汽车、万科A和中

国建筑二季度获基金减仓规模居前， 分别为33822.78万股、

33050.8万股、30393.66万股、27248.64万股、22333.04万股和

21680.08万股。 此外，中国太保、中国平安等减持规模也居于

前列。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中报营业总收入

（万元）

同比增长率

（%）

中报净利润

（万元）

同比增长率

（%）

三季报业绩

预告类型

预告净利润变

动幅度(%)

所属申万行业

000928.SZ

中钢国际

513800.36 -4.27 24799.42 19377.55

- -

建筑装饰

002168.SZ

深圳惠程

7848.05 -56.91 10908.23 5135.22

扭亏

682.14

电气设备

002099.SZ

海翔药业

- -

33143.05 4483.08

- -

医药生物

600428.SH

中远航运

- -

39180.78 3325.59

- -

交通运输

002036.SZ

汉麻产业

21455.64 53.11 11045.17 1446.56

预增

1065.00

纺织服装

300208.SZ

恒顺众昇

63083.73 215.47 20405.87 1234.57

预增

577.00

电气设备

600769.SH

祥龙电业

1157.08 270.09 644.38 1070.77

略增

-

公用事业

000929.SZ

兰州黄河

39841.95 -11.72 16736.54 1069.86

- -

食品饮料

000806.SZ

银河投资

36338.29 30.25 10032.87 892.84

- -

电气设备

002107.SZ

沃华医药

18755.24 10.71 3828.42 691.70

预增

300.00

医药生物

000416.SZ

民生控股

6048.19 -74.73 2574.83 645.21

- -

商业贸易

300116.SZ

坚瑞消防

18629.38 36.14 908.85 546.96

- -

机械设备

600999.SH

招商证券

- -

732051.00 436.36

- -

非银金融

部分公司上半年业绩及三季度业绩预告情况

数据来源：Wind� �制表：李香才

逾250家公司公布半年报“中小创”业绩表现突出

75家公司三季度业绩预喜

□

本报记者 李香才

截至8月1日， 共有458家上市公

司公布了2015年半年报和上半年业

绩快报， 占目前全部A股2780家上市公司

的16%。 综合半年报和业绩快报情况来看，

302家公司上半年业绩增长，占458家公司

的66%。分板块看，中小板和创业板公司业

绩增幅有望好于主板公司， 中小板和创业

板公司是高送转主力军。

低估值蓝筹受关注

分行业来看，目前已公布半年报公司中，非银金融、传媒、

公用事业、家用电器、医药生物等板块公司业绩较好。

从半年报业绩来看，祥龙电业、黔源电力、涪陵电力、桂冠

电力4家电力公司上半年业绩同比增长均超过1倍，祥龙电业

增幅更是达到1070.77%。 从业绩预告情况来看，电力板块中

期业绩靓丽，披露业绩预告的20家电力企业中，仅3家公司业

绩同比出现回落。广发证券认为，综合来看，受益于装机增长、

煤价下行以及来水改善等因素，电力行业2015年盈利同比延

续增长将是大概率事件。后期伴随电改和国企改革推进，板块

估值修复行情有望延续。

维尔利、清新环境、节能风电、中电环保、东江环保等节能

环保公司也已公布半年报业绩，均实现增长。国泰君安报告认

为，2015年下半年环保板块不缺主题型投资机会。 近期关注

冬奥会对大气治理及监测板块驱动形成的短期投资机会，下

半年则聚焦“十三五” 规划、央企改革、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

划、PPP带来的政策驱动型主题性投资机会。 根据国泰君安策

略团队观点，市场在震荡重建过程中需要选择业绩明确、微观

结构出现明显改善（充分换手）的标的。 环保政策驱动、以及

企业订单和业绩兑现已从2015年半年报高增长中有所体现。

从半年报业绩预告来看， 近七成家电企业预计业绩同比

实现增长。 在本轮调整中，有业绩支撑的低估值白电龙头成为

“避风港” ，防御性显著。 山西证券指出，白电行业在二级市场

的表现整体好于其他子板块，美的集团、老板电器、青岛海尔、

格力电器等凸显细分龙头的防御性。 更重要的是，目前白色家

电的智能化还处于瓶颈期， 资金雄厚的细分龙头企业更有研

发和平台搭建的实力，未来这些公司值得期待。

医药生物板块公司同样值得关注，海翔药业、沃华医药、

上海莱士、海普瑞等公司上半年业绩增幅均在1倍以上。 根据

行业上市此前公布的业绩预告，约80%的公司业绩预增，福瑞

股份、尔康制药等17家公司业绩增幅超过1倍。

西南证券报告指出，随着6月中下旬系统风险释放，医药行

业估值大幅降低，2015年下半年寻找规避医改政策风险、行业

收入高增长领域。 个股方面选择高增长、估值合理及基本面发

生积极变化的四类标的：体外诊断行业受益于医改政策及进口

替代标的；CAR-T细胞治疗技术领先标的；单方、复方中药配

方颗粒放开或试生产；估值小、高增长的老树发新芽的标的。

“中小创”公司表现突出

目前公布上半年业绩的公司家数占比为16%， 从板块分

布方面来看，中小板和创业板公司业绩增长势头突出。 公布

上半年业绩排名前20位的公司中，中小板和创业板公司合计

为10家，占比为50%。

结合此前公布的业绩预告情况来看，创业板公司半年报

业绩整体靓丽。 中信证券研究部根据历史上创业板半年报业

绩预告和实际业绩之间的误差对整体业绩预告进行了修正，

预计创业板上半年净利润同比增速达到26.8%（去年同期

15.9%），二季度单季净利润同比增速达到37.8%，相较一季

度明显反弹，接近2014年第四季度的历史增速高点。 在对并

购重组产生的外延增长效应做适当修正后，创业板二季度单

季净利润增速仍达32.8%，反映内生增长保持较快速度。 中小

板二季度业绩增速预计也有明显反弹。中信证券研究部分析，

预计中小板公司2015年上半年净利润同比增速为18.8%，二

季度单季同比增速为22.5%，剔除并购重组因素后，二季度单

季增速为17.7%。 主板非金融公司预计二季度净利润下滑幅

度有所趋缓，但整体预计负增长。

在经济结构调整和资金推动的影响下，上半年中小市值

个股涨幅巨大。 经过6月以来的大幅调整，一些互联网相关主

题如移动支付、大数据概念股的估值大幅回调，目前来看自年

初至今涨幅较大的行业为智能汽车、食品安全、互联网金融、

生物识别、网络安全等主题。

长江证券报告认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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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银河证券报告认为， 结合当前的经济发展趋势状况以及

流动性情况来看，优质的中小市值股票仍是投资首选。上半年

新入场资金追捧中小盘股，使中小板、创业板与主板的估值持

续攀升。 6月中旬以来A股经历了深度调整，从估值情况来看，

创业板估值依然维持高位，创业板中小板估值没有调整彻底，

但结构性机会依然存在。

每到财报披露季，高送转往往会受到市场追捧。截至目

前，已有84家上市公司推出的中期分红方案提出每10股送

转10股及以上。 其中，中小板和创业板公司为60家，占比为

71%；84家公司中， 更是有16家上市公司提出每10股送转

20股及以上。 其中，中创业板和中小板公司达到10家，占比

为63%。

75家公司三季度业绩预喜

据Wind资讯统计， 截至8月1日，251家上市公司公布了

2015年半年报，207家上市公布了2015年半年报业绩快报，合

计公布上半年业绩公司总数为458家， 占目前全部A股2780

家上市公司的16%。

公布半年报的251家上市公司中，159家公司上半年盈利实

现增长，92家公司业绩下滑。 公布业绩快报的207家公司中，143

家公司业绩实现增长，64家公司业绩下滑。综合半年报和业绩快

报情况来看，302家公司上半年业绩实现增长，156家公司业绩

下滑，业绩增长公司家数占458家公司总数的比例为66%。

公布半年报的251家公司中，有105家公布了三季度业绩

预告，其中预增、略增、续盈、扭亏等报喜公司总数为75家，预

减、略减、续亏、首亏等报忧公司为28家，两家公司三季度业

绩不确定。对比三季度业绩预告和半年报业绩情况来看，半年

报业绩增长的公司三季度多延续增长态势， 而三季度报忧的

公司半年报业绩也不理想。

综合半年报和业绩快报公布的盈利状况来看，中钢国际、

深圳惠程、海翔药业、中远航运、汉麻产业、恒顺众昇、祥龙电

业、兰州黄河8家公司上半年盈利增幅均超过10倍。 深圳惠程

上半年实现净利润1.09亿元，证券投资收益起到重要作用。根

据深圳惠程披露，公司上半年证券投资实现投资收益8446.66

万元，截至报告期末公司账面股票余额29.11万元，全部为中

签新股。深圳惠程称，鉴于长期看好中国经济和资本市场的发

展， 公司未来将在不影响主业发展的情况下适时把证券投资

金额提高到6亿元。海翔药业上半年盈利同比增长4483.08%，

主要原因系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台州前进（染料板块）

纳入合并报表范围，使得公司盈利能力较去年同期大幅提升。

在船队效益改善、 转拨付的船舶报废更新补助资金及确认处

置埃尔夫润滑油（广州）有限公司股权增加投资收益等多个

因素共同影响下，中远航运上半年盈利同比增长3325.59%。

海伦哲、宝诚股份、康强电子、西部材料、茂硕电源、龙宇

燃油等公司业绩下滑幅度较大。海伦哲称，由于受并购成本费

用增加及去年收到军品退税收入等因素的影响， 公司上半年

出现营业收入增长但利润下降的情况。 海伦哲正在推进并购

重组，拟收购深圳连硕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并购

重组方案计划8月报证监会。 本次收购如获证监会核准，有望

对公司未来快速发展起到强有力支撑作用；同时，也为公司围

绕智能制造、提升公司整体智能化水平产生协同效应。值得注

意的是，海伦哲7月31日公布半年报，公司股价当天涨停。 业

内分析认为，可沿着这一思路挖掘当前业绩不佳，但并购重组

预期较大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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