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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

今年业绩

预告类型

预告今年净利润

同比增长下限

（%）

预告今年净利润

同比增长上限

（%）

机构预测今年

净利润增长率

（%）

机构预测明年

净利润增长率

（%）

巨龙管业 预增

2,340.5000 2,390.5000 2,053.4185 44.0000

顺荣三七 预增

1,182.2700 1,213.6700 1,251.5748 51.2311

山东如意 扭亏

991.7700 1,103.2412 1,554.6997 3.8314

明家科技 预增

888.1373 1,168.7195 2,157.5278 91.3647

海翔药业 预增

834.2400 927.6700 1,070.2604 20.7171

汉麻产业 预增

800.0000 850.0000 1,442.5542 35.0269

多氟多 预增

800.0000 850.0000 1,210.3153 402.2394

广博股份 预增

765.0000 815.0000 988.5157 38.9713

江粉磁材 预增

744.0000 1,447.0000 4,578.6538 61.8793

拓日新能 扭亏

713.6756 936.8304 1,401.7362 142.1429

牧原股份 预增

598.2700 648.1500 652.4989 135.5236

台海核电 预增

595.0500 765.2600 839.0244 70.1913

天通股份 预增

560.0000 610.0000 526.2210 124.1221

海能达 预增

454.7100 500.9400 429.6814 81.9696

天桥起重 预增

450.0000 500.0000 347.6369 95.4019

比亚迪 预增

435.1500 481.2800 458.9232 34.4739

常铝股份 预增

406.7500 450.8200 517.5701 53.6740

跨境通 预增

370.0000 420.0000 414.3374 58.2679

康盛股份 扭亏

363.3784 462.1452 302.8013 68.6688

雷科防务 预增

320.0000 370.0000 139.8026 85.9201

643家公司预计今年业绩增长

中小板抢眼 机构看好2016年业绩

□本报记者 王维波

截至目前，发布2015年全年业绩预告的

A股上市公司有1060家， 占全部A股上市公

司2780家的约38%，其中预计业绩增长的为

643家， 占发布业绩预告公司的比例约为

61%。 万得统计数据显示，券商等研究机构

对2015年上市公司的业绩预测情况基本认

可，并认为A股上市公司2016年的业绩将更

为乐观。

认可今年业绩预测

截至目前， 发布2015年全年业绩预告的

A股上市公司有1060家， 占全部A股上市公

司2780家的约38%。 其中，预计业绩增长（包

括预增、续盈、扭亏略增）的为643家，占发布

业绩预告公司的比例约为61%； 预计业绩下

降（包括预减、续亏、首亏、略减）为373家，占

比约为35%；另有44家表示不确定，占比约为

4%。 也就是说，在发布2015年全年业绩预告

的上市公司中， 有61%的公司预计全年业绩

同比将实现增长， 这其中预计增长幅度在

50%以上的有180家，占发布业绩预告公司的

比例约为17%。

而根据万得对券商等机构的研究报告的

统计数据， 券商等研究机构对2015年上市公

司的业绩预测情况基本一致， 在变动幅度上

存在一些差异， 仅对少部分公司的业绩变化

有不同的预测。

数据表明，对于业绩预增的197家上市公

司， 券商预计有约70家公司的增长幅度超过

上市公司预计的增长幅度的上限， 券商预计

业绩增长幅度低于上市公司预测下限的有3

家公司。 对于业绩预降的上市公司，券商的预

测是有14家与上市公司的预测不一致， 即券

商认为这14家上市公司的业绩可能出现同比

增长，而不是下降。 至于预测业绩略降的118

家上市公司， 除约有25家公司券商没有进行

预测外， 券商预计有37家公司的业绩可能是

增长， 这与上市公司自己的预测差也存在一

些差异。

业内人士认为，通常情况下，上市公司公

开的预测数据相对更为谨慎些， 而券商则更

为激进些。 从投资的角度看，以上市公司的预

测为基础， 参考机构的研究报告可能更为妥

当。 当然，上述券商预测是万得将所有研究机

构的预测结果算术平均后计算出来的， 如果

有一家券商的预测结果与实际差别较大，有

可能造成结果的失真。

中小板全年业绩相对更好

根据万得数据， 中小板767家上市公司

中，预计全年业绩增长（预增、续盈、扭亏、略

增）的有528家，占全部767家公司的约69%；

预计全年业绩下降（预减、续亏、首亏、略减）

的公司有232家，占比约为30%；表示业绩不

确定的有8家，占比约为1%。 在预计全年业绩

增长的公司中， 预计增长幅度最低在50%的

有147家，占全部767家公司的比例约为20%。

这些数据与上面全部A股的数据相比可以看

出，中小板全年预计的业绩增长情况更好些。

业内人士分析， 这与中小板的行业分布

有关。 主板上市公司中国有企业比较多，传统

行业的企业相对要多些。 比如采掘和钢铁行

业总共有上市公司96家， 其中属于中小板和

创业板的总共只有15家， 其他都是主板上市

的。而这些传统行业近年来业绩持续下降。相

反，业绩较好的行业，如电气设备行业总共有

155家上市公司， 中小板和创业板达到99家，

主板为56家。

根据万得数据，484家创业板上市公司

中，发布今年业绩预告的有62家。 其中，预计

业绩同比增长的有27家 （包括预增12家、扭

亏7家、略增8家），占发布业绩预告62家公司

的44%；预计业绩同比下降的有26家（包括预

减6家、首亏11家、略亏9家），占比为42%；另

有9家表示不确定。

相对中小板而言， 创业板上市公司预计

业绩增长的公司比重相对较低， 而预计业绩

下降的公司比例相对高些。 业内人士分析，这

可能与发布业绩预告的上市公司比例较低有

关，导致数据失真。 还有一个原因可能是创业

板公司业务相对单一， 在经济形势变化时受

影响相对较大。 随着年底的临近，预计会有越

来越多的创业板公司对全年业绩进行预告，

对其业绩整体情况还要进一步观察。

招商证券研究报告认为， 我国的传统产

业盈利能力持续恶化，如石油、钢铁、煤炭等

原材料行业利润增速大幅下降。 但另一方面，

新兴产业和消费相关行业的利润增速仍保持

较快增长， 表明国内经济对这方面产品的需

求较为旺盛， 中国制造业主要供给的产品已

不能满足国内经济转型和消费升级的需要。

需求管理并不能解决供给端的结构问题，这

是供给侧管理大显身手的时刻。

机构对2016年业绩较为乐观

上市公司按规定不会对2016年的业绩情

况进行预测， 而许多券商的研究报告则进行

了展望并对业绩情况做出了一些预测。

万得统计数据显示， 对于上述1060家已

披露2015年业绩预报的上市公司， 券商等机

构一致预计2016年业绩增长的有740家，占这

些公司的比例约为70%， 即券商等机构预计

2016年约有七成的公司业绩会实现增长；券

商预计只有26家公司2016年业绩会下降，占

比仅为2.5%。另有320家公司券商没有进行业

绩预测。相对于2015年业绩预测情况，券商等

机构对2016年上市公司的业绩预测相对更为

乐观些。

不过， 这些研究机构目前对宏观形势的

看法并不乐观。 如华融证券近日研究报告认

为，短期工业下行压力仍然较大，企业效益仍

不乐观。

迪马股份拟募资20亿加码军工及机器人业务

□本报记者 欧阳春香

迪马股份11月30日晚发布定增预案，公

司拟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20亿

元，拟用于投资新型军用特种车辆生产建设

项目、外骨骼机器人产业化项目及偿还公司

债务。

加码军工及机器人业务

根据定增预案，募投项目中，新型军用

特种车辆生产建设项目总投资10.28亿元，

拟投入募集资金10亿元。 该项目拟通过新

增先进的生产设备， 扩充标准化的生产厂

房，建设符合特种武器装备的运输储存、安

全保障以及生化安全防务要求的新型军用

特种车辆生产线。 项目建设期为24个月，达

产期为48个月， 预计所得税后财务内部收

益率为21.36%。 公司全资子公司迪马工业

专业从事高技术专用车的研制、 生产和销

售，产品广泛应用于金融押运、公安消防、

电力民航以及军工等领域， 其中防弹运钞

车领域的国内市场占有率长期处于首位。

这为新型军用特种用途车辆项目的实施打

造了坚实的基础。

外骨骼机器人产业化项目拟投入募集资

金5亿元，主要用于外骨骼机器人产品制造与

销售。 外骨骼机器人是一个复杂的人机耦合

的一体化系统，是未来单兵作战的发展方向，

涉及材料、传感、控制、信息、计算、仿生等众

多学科融合，技术壁垒高。 项目建设完成后，

公司将具备批量化生产外骨骼机器人的生产

能力，目标产品主要应用于军事、公共安全、

医疗康复等领域，主要协助军事后勤、消防救

援、老年人和肢体残疾人医疗康复等。 项目建

设期为24个月，达产期为48个月，预计所得税

后财务内部收益率16.85%。

另外，公司拟将此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

资金中的5亿元用于偿还公司债务， 旨在降低

公司的财务成本， 有助于增强公司抗风险能

力，提升经营效益。

“房地产+工业制造” 双轮驱动

迪马股份的原有主业为房地产开发。公司

2014年完成东银集团重大资产重组，地产业务

收入占比近90%，公司成为重庆东银集团旗下

唯一房地产开发平台。

不过，由于房地产行业的不景气，公司加

快战略转型，明确了“房地产开发+工业制造”

双轮驱动的发展模式。

今年7月， 迪马股份与南方德茂资本管理

有限公司签订《投资合作协议》，就加快人机

耦合、外骨骼等高新技术、特种车辆及相关服

务在军民领域推广应用和产业化等内容达成

合作协议。

公司还携手国内顶级无人机研究所，开拓

商用民用市场。 公司与中航工业成都飞机设计

研究所就无人机商用、民用项目达成初步技术

合作和产品定向研发意向， 开拓无人机民用、

商用市场。

迪马股份表示， 通过此次募投项目的实

施，公司在原有业务架构的基础上重点拓展军

用专用车业务，同时新增外骨骼机器人制造业

务，做大做强公司工业制造业务。 此次业务拓

展，一方面有利于公司打破现有业务的增长瓶

颈、提升持续盈利能力、增强研发实力，另一方

面将通过布局具有战略意义的工业制造产业，

建立先发优势，为公司实现跨越式发展奠定良

好的基础。

有色企业抱团限产保价 供需格局扭转尚需时日

□本报记者 李香才

随着产品价格持续走低，有色行业公司不

得不抱团取暖限产保价。继稀土企业宣布限产

保价后， 锌行业骨干企业也提出控制产量，镍

企业也在讨论减产事宜。 中国证券报记者从中

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了解到，协会已向相关部

门提出，希望国家能买入部分品种，以支撑价

格。 业内人士认为，产能退出有助于产品价格

与企业利润回升, 但有色产业去产能缓慢，需

求端的低迷，供需格局扭转尚需时间。

限产保价蔓延

为缓解生产经营面临的严峻挑战，中国锌

行业10家骨干企业代表日前在上海召开锌产

业运行形势分析座谈会。10家骨干企业达成共

识，并向全行业发出倡议，强化行业自律，严格

控制新增产能，避免产能过剩。 与会企业认为，

市场价格水平已脱离行业基本面，造成企业生

产经营困难，对中国锌行业的可持续发展造成

严重损害。 与会企业商定，将按照“转方式、补

短板、防风险” 的思路控制总产量，计划减少

2016年精锌产量50万吨； 同时采取其他有效

措施，切实维护企业和行业利益，力争从供应

侧逐步改善供需关系， 保证行业平稳健康运

行。 锌行业成为继稀土行业之后，第二个倡议

限产保价的有色板块。

根据国际铅锌研究小组的统计，今年1-8

月全球精炼锌产量同比增长5.8%，但消费仅仅

增长约1%， 主要源于钢铁镀锌板产量增速下

滑，对应到终端是汽车产销疲弱。 1-9月全球

锌市供应过剩18800吨。 锌金属作为基本金属

中供求面最好的品种之一，伴随需求端的超预

期下滑，企业资产负债表进一步恶化。

华泰证券研究员陆冰然认为， 中短期看，

锌精矿和锌锭库存高企，成为压制锌价的重要

因素；未来一个季度行业处于消费淡季，加之

资金紧张，企业普遍存在主动去库存，回笼现

金的意愿。 长期来看，全球经济放缓，下游需求

企稳的时间节点可能滞后于市场预期，行业基

础十分脆弱。

随着价格持续走低，大宗商品纷纷进入到

减产的节奏。 除了稀土和锌之外，镍企业也宣

布协调12月减产镍金属1.5万吨，2016年减产

20%，约13万吨。 铝行业陆续也有企业提出减

产，大型铜企也在计划减产自救。 中国证券报

记者从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了解到，随着价

格持续走低，企业提出减产的诉求，希望能通

过减产来稳定价格。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也

向相关部门提出希望国家能买入部分品种，以

支撑价格。

企业盈利承压

有色行业多个品种价格持续下跌。 基本金

属方面，今年以来，伦敦金属交易所和上海期

货交易所铜价、铝价、锌价、锡价下跌幅度均超

过20%，上海期货交易所和伦敦金属交易所镍

价更是分别下跌31.90%和42.01%。 贵金属方

面，黄金、白银价格今年以来价格均出现明显

下跌， 纽约商品交易所今年以来铂价下跌

30.81%，钯价下跌31.07%。 小金属方面，根据

百川资讯数据，除铬、锂价格上涨，钾、钠价格

持平之外，其余小金属价格均出现下跌。 值得

注意的是，今年以来工业级碳酸锂、电池级碳

酸锂价格涨幅均在70%以上。

产品价格的下跌，给相关上市公司业绩带

来压力。 根据Wind资讯统计，101家有色行业

上市公司中，63家公司今年前三季度净利润同

比出现下滑。 相比之下，2014年前三季度净利

润出现下滑的公司家数为49家。 截至目前，已

有41家公司公布2015年业绩预告，其中预增公

司为6家，略增为3家，续盈利为5家，扭亏4家，

预减为6家，略减为6家，续亏1家，首亏8家，还

有两家公司为不确定。 据此计算，今年业绩报

喜公司家数为18家，报忧家数为21家。

东方锆业今年前三季度亏损6235.36万

元，同比减少6912.19%。 由于国内锆行业市

场持续低迷， 前三季度销售业绩不理想，东

方锆业预计今年净利润将亏损6500万元至

8500万元。

西部材料今年前三季度净利润亏损

6723.32万元。 西部材料称，受市场环境不景气

影响，产品收入和产品价格均下降，且2014年

有钛锭国储项目收入，2015年没有该项收入，预

计2015年度净利润亏损1.25亿元至1.35亿元。

株冶集团称， 由于有色产品价格延续弱

势震荡态势，行业低迷、产能过剩的状况仍在

继续， 公司预计2015年度全年的累计净利润

可能为亏损。今年前三季度株冶集团亏损4.72

亿元。

去产能进程缓慢

受“供给侧改革” 新提法以及国内生产商

限产保价消息提振， 上周期货市场表现活跃，

多数品种收涨。 国储局针对稀土、钨、锗等战略

小金属收储对相关品种价格也形成一定支撑。

对于限产保价， 光大证券分析师李伟峰认为，

从企业抱团限产保价行为分析，金属价格确已

逼近生产成本，行业底部特征明显。 从产能退

出以及价格底部反弹的角度看，短期建议关注

成本与价格倒挂明显的铝、锡、锌品种。

国金证券分析师陈炳辉认为， 在需求下降

的趋势之下，行业协议减产，对供需有积极的效

应， 还需要综合需求与减产的实际效应来判断

供需的变化趋势和商品价格趋势， 从期货与现

货的关系去推测协议的遵守状况。 行业企业纷

纷主动协议减产， 也表明企业对亏损的承受能

力已达到极限， 行业利润状况可能在第四季度

达到最底谷。 随着国家政策更为重视供给侧改

革，行政力量削弱，市场力量发挥，产能的退出

将有助于大宗商品品种价格与企业利润回升。

太平洋证券有色行业分析师王文静则没

有那么乐观。 王文静认为，国家提出在供给端

进行结构化改革，同时企业如近期锌业、铝业

均开始自主限产， 但是在需求萎靡的背景下，

供给端调节对价格的回升作用有限。 目前国内

结构转型与经济适度维稳的交替作用下，有色

产业中期去产能进行缓慢，供需格局扭转尚需

时间。 未来一段时间会不断看到产业在供给端

收缩动作，但需求端的低迷仍是现实问题。

新虹伟获签5361万元合同

新虹伟（833501）11月30日公告称，公司

受邀参加“安徽省公安厅2015年度全省公安机

关执法执勤装备定点采购” 进行竞争性谈判，

2015年10月20日收到中标通知书，确定为中标

公司， 并于2015年11月与安徽省公安厅签定

《安徽省公安机关执法执勤装备定点供应商采

购项目合同》， 合同合计11000套移动警务终

端，合同总金额为5361万元。

公司表示， 向安徽省公安厅销售的产品皆

为新虹伟公司自主研发的主打产品。 合同签定

后，对公司2016年预期整体的业绩营收有积极

的影响。 公司需要不断提升员工素质建设和生

产管理效率,来确保订单的完成。公司与上述客

户单位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因市场因素、双方谈

判等因素导致的订单调整， 将于调整之后以新

的公告形式披露。（任明杰）

深高速三条高速将免费

政府补偿或至96.88亿

深高速公告称，公司于11月30日与深圳交委签

署调整协议，同意自2016年2月7日零时起，对旗下

三条深圳市内高速公路南光高速、 盐排高速和盐坝

高速实施免费通行。 深圳交委则根据相应的调整方

式以现金对公司进行补偿。调整方案分两阶段实施，

且第二阶段将有两种执行方案可选， 总金额最低约

76.52亿元，最高约96.88亿元。

公告显示，2014年及2015年前9个月，拟调整路

段的税后净利润总额分别为2.36亿元和1.6亿元。 据

介绍，拟调整路段的总收费里程约75.7公里，约占深

高速按权益比例折算的所投资高等级公路收费里程

总数的18.3%。 调整路段的路费2014年及2015年前

9个月的收入分别占公司相应期间营收19.3%和

13.4%， 经模拟计算的税后净利润分别占上市公司

扣非净利润的24.5%及20.6%。

深高速同日公告， 公司拟参与贵州银行增资扩

股项目，投资额不超过人民币7.18亿元，认购其增发

股份不超过4.6亿股，占增资后贵州银行总股本不超

过5%。（杜雅文）

2015年业绩预测增长幅度前20名公司

*ST融捷

大股东等申请变更承诺

*ST融捷11月30日晚公告称， 由于矿区地质灾

害频发、征地推进困难等客观因素的影响，康定呷基

卡锂辉石矿项目无法实现原预设产能， 公司大股东

融捷集团及相关承诺人申请终止履行原有业绩补偿

承诺，改为追加其他补偿措施。

对此，*ST融捷相关负责人表示，公司不会放弃

锂矿项目复产的努力。 锂矿项目的停产也不会影响

公司转型锂产业链业务的战略实施。

根据公告，ST融捷于近日收到融捷集团、 张长

虹和柯荣卿提交的《关于终止履行重大资产重组业

绩补偿承诺的申请函》， 申请终止原基于重大资产

重组与公司所签订的业绩补偿协议及所出具的业绩

补偿承诺。原承诺方提出,自愿延长一年购买资产发

行股份的锁定期、未来三年内（2016年-2018年）不

参与上市公司的现金分红及无偿为上市公司提供财

务资助和担保作为补偿措施。

上述公司负责人还表示， 通过控股股东和实

际控制人的努力， 预计公司2015年度将扭亏为

盈。 （常仙鹤）

以岭药业拟募资13亿拓主业

以岭药业11月30日晚间发布非公开发行股票

预案，拟以15.83元/股的价格，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

不超过8400万股， 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132972万

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用于化学制剂国际产业化项目、

连花清瘟胶囊国际注册项目，以及补充流动资金。

公司表示，通过化学制剂国际产业化项目，进一

步提高自身化学制剂国际化发展能力， 使企业能够

达到欧美发达国家及地区的GMP标准，从而保障企

业产品能够顺利开拓欧美发达国家市场， 提升盈利

能力，增强竞争实力。通过连花清瘟胶囊国际注册项

目，进一步开展连花清瘟药材基原及质量稳定性、毒

性药材及其成分控制、生产过程CMC及工艺优化等

研究，提高产品的质量标准，并开展临床研究，最终

通过美国FDA注册，为公司专利中药连花清瘟胶囊

走向国际市场打下基础， 为公司其他专利中药产品

通过国际注册并走向国际市场提供良好的借鉴，并

为我国中药国际化起到示范作用。 （任明杰）

复星医药拟购挂号网优先股

复星医药11月30日晚公告，11月30日， 公司全

资子公司Regal� Gesture� Limited、 其他E轮优先

股认购方，与挂号网等签订《E轮优先股认购协议》

等系列文件。 其中，复星医药子公司拟认购挂号网

发行的3966.93万股E轮优先股， 认购金额总计约

6500万美元。

交易完成后，复星医药将通过全资子公司复星

实业（香港）有限公司及Regal� Gesture� Limited

合计持有挂号网共计8910.32万股股份，约占挂号网

发行在外股份总数的9.73%。

挂号网是目前国内最大的就医服务平台，2014

年共为全国1.6亿人次提供网上预约诊疗服务。复星

医药表示，本次交易有利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与挂

号网在医疗、医药业务层面展开更深入的合作与协

同，加快集团“互联网+” 的发展战略，推动业务创

新，促进集团医疗服务机构业绩和品牌知名度的提

升。 （欧阳春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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