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市公司去年业绩增速料放缓

新兴行业继续领跑

本报记者 张玉洁

Wind数据显示，截至2月21日记者发稿时，A股已有79家上市公司发布2015年年报，其中，超过7成公司实现全年业绩增长。 还有221家公司公布业绩快报，超过2000家公司公布业绩预告，上市公司2015年整体成绩单初步显现。

分析人士表示，目前上市公司业绩预喜占比接近六成，但从增速来看，受宏观经济低迷和周期行业触底等因素影响，主板公司表现不容乐观，预计上市公司2015年整体业绩增速明显放缓。

周期行业不容乐观

以金融、地产等周期性行业为主的上市公司对A股整体业绩影响巨大。 2015年三季报显示，净利排名前20家公司占A股全部上市公司净利润比例达60.2%，主要为银行、券商、“两桶油”等。 尽管部分“大块头”公司尚未公布业绩信息，但对照目前已公布全年业绩的公司推测，相关行业去年四季度盈利状况不容乐观。

银行方面，从目前已公布全年业绩快报的6家股份制银行来看，去年四季度净利增速呈下滑趋势。 其中，招商银行、中信银行、民生银行、华夏银行、兴业银行2015年全年业绩增速分别为3.11%、1.15%、3.51%、5.02%、6.62%，而其去年三季报净利增速分别为5.89%、2%、4.35%、5.58%、7.62%。 尽管目前工农中建交尚未公布业绩，但由于银行业目前整体面临资产质量恶化的压力，预计全年业绩增速不容乐观。

保险行业方面，中国人寿去年四季度业绩增速出现放缓迹象。 公司前三季度净利同比增长22.8%；而公司近期公布的全年业绩预告显示，2015年全年净利增速为5%-10%，低于市场预期。

不过，由于整体体量较大，金融业依旧发挥着A股业绩“稳定器”的作用。 券商测算数据显示，若剔除金融行业盈利，目前上市公司2015年净利将同比下滑21.2%。

“两桶油”则面临低油价的影响。 中石油预计2015年净利同比下降60%-70%。 若按照2014年净利润1071亿元推算，公司2015年净利或在320亿-428亿元。 中国石化尚未公布2015年业绩信息。

目前亏损幅度居前的钢铁、煤炭等行业公司业绩普遍是雪上加霜。 结合去年三季报和2015年业绩预告来看，亏损大户是酒钢宏兴、武钢股份等公司，去年四季度亏损进一步加大。 除面临产品价格大幅下跌外，人民币兑美元贬值也使得酒钢宏兴和武钢股份产生大量汇兑损失，导致财务费用大幅攀升。 武钢股份去年前三季度亏损约10亿元，全年预计亏损68亿元，这意味着2015年四季度亏损58亿元。

创业板和中小板公司2015年业绩仍保持较高增速。 国泰君安测算，创业板年报预告整体净利润增速为29.8%，略低于去年半年报的35.4%和三季报的33.8%；中小板净利润增速为23%，小幅低于去年三季报的28.2%。 主板公司全年业绩或转为亏损，去年半年报增长9.1%，三季报小幅增长1.5%，全年业绩则可能亏损5.5%。 受经济探底影响，主板公司业绩整体呈现进一步下滑态势。 不过，从体量上看，“中小创”公司在A股盈利占比较小，难以对全局产生根本性影响。 在主板公司业绩增速下降的大势下，A股上市公司2015年业绩增速料进一步放缓。

新兴行业继续领跑

按照预喜比例来看，2015年业绩预喜比例较高的行业是非银金融、计算机、通讯、电子元器件、电力设备、传媒。 TMT等新兴行业受益于产业转型整体向好。 以净利润变动幅度考量，净利润增速较高的行业是非银行金融、传媒、旅游休闲、通信、电子元器件。 采掘、造纸、船舶制造、有色金属等上游资源类行业及中游制造业的业绩颓势仍未发生改变。

尽管2015年二级市场出现大幅波动，但由于四季度大盘行情回暖，券商整体业绩仍大放异彩。 按申万行业划分的21家上市券商中，山西证券目前业绩不确定，除中信证券和东兴证券外，其余上市券商2015年业绩同比增速均超过100%，其中，国投安信同比增长402%。 公布业绩快报的14家券商全年共计实现净利1071.1亿元。 不过，2016年以来大盘表现不佳，预计券商一季度业绩承压。

从目前已公布的业绩数据看，75家传媒类上市公司中，除已完成年报披露的公司，有53家提前公布了年报业绩预告，其中37家公司全年业绩预喜，占比69.81%。 目前有25家传媒类公司年报净利润预期增长50%以上；11家公司业绩有望翻倍。 当代东方、三七互娱、东方财富因重大资产重组合并报表范围的变动，2015年全年净利润预计实现10倍以上增幅。 该领域公司主要是“中小创”公司，同时盈利能力强且股本偏小，部分公司具备高送转潜力。 游族网络和三七互娱近期均公告拟实施高送转。

并购重组保持活跃

从2013年开始，并购重组尤其是外延式并购重组成为上市公司乃至板块估值和业绩提升的主要因素。 这一趋势在2015年持续，目前公布业绩的公司中，增速居前的大多数公司增长驱动均源于收购资产并表。

在已经披露年报数据的逾300家公司中，道博股份以净利润同比增速5504%领跑，公司业绩较同期大幅增加主要系2015年2月公司完成对强视传媒有限公司的收购，导致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 此外，增幅居前的中天能源、七喜控股和当代东方业绩增长的主因均来自收购资产并表。

券商人士指出，由于传统行业公司主业盈利面临压力，上市公司借助“平台红利”积极谋求外延扩张或转型是必然之举，预计2016年并购重组将继续活跃。 另一方面，从监管层动向看，多部委发文鼓励和规范上市公司兼并重组，2015年证监会并购重组委共审核了300多起并购重组申请，相较2014年的194起同比大幅增长。 尤其是2015年四季度上市公司重大并购重组的审批时间进一步缩短。

分析人士指出，目前并购重组的热点行业是计算机、传媒等。 这些领域的公司负债比例仍处于较低位置，在市值管理和转型的驱动下，那些以往资本运作较多的企业实施并购重组的可能性教高。 传统行业中，主业盈利能力较差的民营公司转型动力较强。 从并购标的来看，体育、互联网医疗、消费品、TMT等盈利能力较强的资产均是热门标的。

中信证券认为，并购重组不仅仅是成长型企业的专利，并购对象也不局限于国内企业。 据不完全统计，今年年初以来，中资企业海外并购交易金额超过700亿美元，已超过去年交易金额的一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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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送转”公司数量

有望创新高

□本报记者 蒋洁琼

截至2月21日，沪深两市已有177家上市

公司披露了2015年利润分配预案。 其中，有

112家公司推出高送转方案，占比达63.28%。

进入“10转10俱乐部” 的公司有101家，占

比达57.06%。尽管上市公司的高送转本身对

企业经营并无实质影响， 但在资金的追捧

下，高送转行情受关注。

良好业绩夯实分配基础

Wind数据显示，天齐锂业、神州长城、

雷科防务、东方网络等26家公司推出“10转

20” 及以上的高送转方案，其中有12家中小

板公司、9家创业板公司。

劲胜精密、神州长城、天齐锂业是目前

送转比例居前的三家公司。 劲胜精密计划对

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30股，神州长城计划对

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28股，天齐锂业则推出

了10转28派4.0元(含税)。 棒杰股份、财信发

展两家公司分别计划10转26派2.0元 （含

税）、10转25派0.54元（含税）。

目前派现最大方的公司是焦点科技和同

花顺， 这两家公司分别拟每10股派10元 (含

税)、每10股派7.4元(含税)。 不仅如此，在2014

年年度利润分配时， 焦点科技就曾10派8元

(含税)。 推出高送转方案的公司中，仅雷科防

务和先导智能拟在高送转同时派现相对较

多， 分别为10转21派5.5元 (含税)、10转20派

5.5元(含税)。

良好的业绩表现是支撑这些公司推出

高送转方案的基础。在26家推出“10转20”

及以上高送转方案的公司中， 已有24家公

司披露了业绩预报， 其中21家公司去年业

绩预增。 雷防科务预计，2015年实现净利润

1.4亿元至1.57亿元，同比增长幅度为320%

至370%。先导智能预计，实现净利润1.35亿

元至1.54亿元，同比增长幅度为106.06%至

135.06%。 总体看，在推出“10转20” 以上

方案的公司中，有7家公司业绩预增幅度超

过100%。

也有上市公司业绩表现不佳， 但仍抛

出高送转方案。 以高送转排名第一的劲胜

精密为例， 公司预计2015年净利润为-4.6

亿元，同比减少718.51%。 利润分配预案认

为，公司现阶段处于转型升级关键期，应当

充分利用自有资金、留存收益，降低公司经

营杠杆。 以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的形式进行

利润分配，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

深交所已要求天齐锂业、颈胜精密等上

市公司补充披露并充分说明高比例送转预

案的具体依据和合理性。

高送转料大增

除已经公布分配预案的公司外，还有很

多公司拥有在年报期间高送转的潜力。

2015年中期分配方案披露期间，就有多

达150家公司的分配方案达每10股送转10股

及以上水平，超过2010年-2014年同期10送

10及以上的公司总和。 当前，发布2015年度

高送转分红预案的上市公司，无论从数量还

是送转比例来看，都被业界认为将创造高送

转的新纪录。

分析人士指出，今年分红政策环境不同

之处在于持股1年以上免收红利所得税，可

能促使更多公司推出“高送转” 方案。 去年

股市异常波动后， 财政部规定持股1年以上

暂免征收所得税。 对大股东来说分红对其有

利，因为红股没有解禁期，同时可以获得大

额免税的分红。

2015年中报“10送10” 比例高于过去3

年，国信证券分析人士预计，在新规下，2015

年年报将会有更多高送转发生。

分析人士表示， 上市公司选择高送转，

一方面是为了扩大股本，增强公司股票的流

动性；另一方面，公积金转增基本上是不花

钱。 当然，也不排除一些公司为后续的资本

运作做铺垫。

从历史上看， 拥有高送转预期的上市

公司股票在披露分配预案期间常会掀起

一波行情。 中原证券分析人士认为，根据

每股收益、每股净资产、每股资本公积、每

股未分配利润、 股价和总股本这6个指标

因子可以有效地从A股中选出潜在高送转

股票。

不过，对高送转概念股，投资者要重

点关注上市公司的主业表现和业绩增长

情况。 虽然决定推出高送转的往往是业

绩增长较快、 有较大潜力和发展空间的

上市公司， 但高送转并不是高增长的代

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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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去年业绩增速料放缓

新兴行业继续领跑

□本报记者 张玉洁

Wind数据显示，截至2月21日记者发稿时，已有79家上

市公司发布2015年年报，其中超过7成公司业绩增长。 此外，

有221家公司公布业绩快报， 超过2000家公司公布业绩预

告，上市公司2015年整体成绩单初步显现。

分析人士表示， 目前上市公司业绩预喜占比接近六成，

但从增速来看， 受宏观经济疲软和周期行业触底等因素影

响，主板公司表现不容乐观，预计上市公司2015年整体业绩

增速明显放缓。

周期行业不容乐观

金融、地产等周期性行业上市公司

业绩对A股整体业绩影响巨大。 2015年

三季报显示，净利排名前20家公司占A

股全部上市公司净利润比例达60.2%，

主要为银行、券商、“两桶油” 等。 尽管

部分 “大块头” 公司尚未公布业绩信

息，但对照目前已公布全年业绩的公司

推测，相关行业去年四季度盈利状况不

容乐观。

银行方面， 从目前已公布全年业绩

快报的6家股份制银行来看， 去年四季

度净利增速呈下滑趋势。 其中， 招商银

行、中信银行、民生银行、华夏银行、兴业

银行 2015年全年业绩增速分别为

3.11%、1.15%、3.51%、5.02%、6.62%，而

其去年三季报净利增速分别为5.89%、

2%、4.35%、5.58%、7.62%。 尽管目前工

农中建交尚未公布业绩， 但由于银行业

目前整体面临资产质量压力， 预计全年

业绩增速不容乐观。

保险行业方面，中国人寿去年四季

度业绩增速出现放缓迹象，公司前三季

度净利同比增长22.8%。 而公司近期公

布的全年业绩预告显示，2015年全年净

利增速为5%-10%，低于市场预期。

不过，由于整体体量较大，金融业

依旧发挥着A股业绩 “稳定器” 的作

用。 券商测算数据显示，若剔除金融行

业盈利， 上市公司2015年净利将同比

下滑21.2%。

“两桶油 ” 则面临低油价的影

响。 中石油预计2015年净利同比下降

60% -70% 。 若按照 2014年净利润

1071亿元推算，公司2015年净利或在

320亿-428亿元。 中国石化尚未公布

2015年业绩信息。

目前亏损幅度居前的钢铁、煤炭等

行业公司业绩普遍是雪上加霜。结合去

年三季报和2015年业绩预告来看，亏损

大户是酒钢宏兴、 武钢股份等公司，去

年四季度亏损进一步加大。除面临产品

价格大幅下跌外，人民币兑美元贬值也

使得酒钢宏兴和武钢股份产生大量汇

兑损失，导致财务费用大幅攀升。 武钢

股份去年前三季度亏损约10亿元，全年

预计亏损68亿元， 这意味着2015年四

季度亏损58亿元。

创业板和中小板公司2015年业绩

仍保持较高增速。国泰君安测算，创业板

年报预告整体净利润增速为29.8%，略

低于去年半年报的35.4%和三季报的

33.8%；中小板净利润增速为23%，小幅

低于去年三季报的28.2%。 主板公司全

年业绩或转为亏损， 去年半年报增长

9.1%，三季报小幅增长1.5%，全年业绩

则可能亏损5.5%。 受经济探底影响，主

板公司业绩整体呈现进一步下滑态势。

不过，从体量上看，“中小创” 公司在A

股盈利占比较小， 难以对全局产生根本

性影响。 在主板公司业绩增速下降的大

势下，A股上市公司2015年业绩增速料

进一步放缓。

新兴行业继续领跑

从预喜比例来看，2015年业绩预喜

比例较高的行业是非银金融、计算机、通

讯、电子元器件、电力设备、传媒。 TMT

等新兴行业受益于产业转型整体向好。

以净利润变动幅度考量， 净利润增速较

高的行业是非银行金融、 传媒、 旅游休

闲、通信、电子元器件。 采掘、造纸、船舶

制造、 有色金属等上游资源类行业及中

游制造业的业绩颓势仍未发生改变。

尽管2015年二级市场出现大幅波

动，但由于四季度行情回暖，券商整体业

绩仍大放异彩。按申万行业划分的21家上

市券商中， 山西证券目前业绩不确定，除

中信证券和东兴证券外， 其余上市券商

2015年业绩同比增速均超过100%，其中

国投安信同比增长402%。 公布业绩快报

的14家券商全年共计实现净利1071.1亿

元。不过，2016年以来大盘表现不佳，预计

券商一季度业绩承压。

从目前已公布的业绩数据看，75家

传媒类上市公司中， 除已完成年报披露

的公司，有53家提前公布了年报业绩预

告，其中37家公司全年业绩预喜，占比

69.81%。 目前有25家传媒类公司年报净

利润预期增长50%以上；11家公司业绩

有望翻倍。 当代东方、三七互娱、东方财

富因重大资产重组合并报表范围的变

动，2015年全年净利润预计实现10倍以

上增幅。该领域公司主要是“中小创” 公

司，同时盈利能力强且股本偏小，部分公

司具备高送转潜力。 游族网络和三七互

娱近期均公告拟实施高送转。

并购重组保持活跃

从2013年开始，并购重组尤其是外

延式并购重组成为上市公司乃至板块估

值和业绩提升的主要因素。 这一趋势在

2015年持续， 目前公布业绩的公司中，

增速居前的大多数公司增长驱动均源于

收购资产并表。

在已经披露年报数据的逾300家公

司中， 道博股份以净利润同比增速

5504%领跑，公司业绩较同期大幅增加

主要系2015年2月公司完成对强视传媒

有限公司的收购， 导致合并报表范围发

生变化。 此外，增幅居前的中天能源、七

喜控股和当代东方业绩增长的主因均来

自收购资产并表。

券商人士指出， 由于传统行业公

司主业盈利面临压力，上市公司借助

“平台红利” 积极谋求外延扩张或转

型是必然之举，预计2016年并购重组

将继续活跃。 另一方面，从监管层动

向看，多部委发文鼓励和规范上市公

司兼并重组，2015年证监会并购重组

委共审核了300多起并购重组申请，

相较2014年的194起同比大幅增长。

尤其是2015年四季度上市公司重大

并购重组的审批时间进一步缩短。

分析人士指出， 目前并购重组的热

点行业是计算机、传媒等。这些领域的公

司负债比例仍处于较低水平， 在市值管

理和转型的驱动下， 那些以往资本运作

较多的企业实施并购重组的可能性较

高。传统行业中，主业盈利能力较差的民

营公司转型动力较强。从并购标的来看，

体育、互联网医疗、消费品、TMT等盈利

能力较强的资产均是热门标的。

中信证券认为， 并购重组不仅仅

是成长型企业的专利，并购对象也不

局限于国内企业。 据不完全统计，今

年年初以来，中资企业海外并购交易

金额超过700亿美元， 已超过去年交

易金额的一半。

数据来源/Wind� �制表/张玉洁

机构调仓换股动向显现

□本报记者 李香才

随着年报业绩开始披露，机构持股变动情

况逐步浮出水面。 从目前已公布的数据看，

2015年三季度入市的证金、 汇金公司仍在多

家公司十大流通股股东名单中， 持股比例较

高。 私募机构的动向一直为市场关注，四季度

海翔药业、齐星铁塔等公司获得私募机构大幅

加仓；上海三毛则遭到王亚伟管理的产品大举

减持。

社保基金调仓

虽然已披露2015年年报上市公司家数并

不多，但结合基金已经披露的数据，机构动向

可见一斑。 Wind资讯统计显示，农业银行、工

商银行、中国银行、中国石油、中国石化、光大

银行、交通银行、上港集团等公司遭到机构减

持，新民科技、皇氏集团、宜通世纪、花园生物、

海翔药业、兴民钢圈、华斯股份等公司受到机

构青睐，获得增持。

从前十大流通股股东名单来看，截至2015

年12月31日，汇金公司出现在清水源、红旗连

锁、先导智能、东旭光电、中天城投、哈药股份

等多家公司前十大流通股股东之列； 银泰资

源、金瑞矿业、安信信托、美好集团等公司前十

大流通股股东中包括证金公司； 东旭光电、中

天城投等公司前十大流通股股东中既包括汇

金公司，也包括证金公司。 值得注意的是，汇金

和证金公司多是在2015年股市异常波动期间

入驻这些公司。

与三季报相比，截至2015年12月31日，多

家上市公司前十大流通股股东名单中新出现

了社保基金的身影，包括金卡股份、山东药玻、

深天马A、先导智能、皖维高新等。 而奥维通

信、豫光金铅、万润股份等公司前十大流通股

股东名单中已不见社保基金身影。

私募机构换股

QFII动向也一直备受关注。根据已披露的

年报，花园生物、先导智能、西藏旅游、新城控

股等获得QFII增持，增持方分别为挪威中央银

行、科威特政府投资局和瑞士信贷（香港）有

限公司等。

私募基金的动向也是市场的一个风向标。

截至2015年三季度末， 王亚伟管理的中国对

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昀沣证券投资集

合资金信托计划、 中铁宝盈资产-招商银行-

外贸信托-昀沣3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

划作为新晋股东进入上海三毛前十大流通股

股东之列。至年报披露，已不见二者身影。与二

者一同退出的还有王亚伟管理的另一个产品，

北京千石创富-光大银行-千石资本-千纸鹤1

号资产管理计划。

海翔药业、齐星铁塔获得私募机构大幅加

仓。 海翔药业2015年年报披露，陕西省国际信

托股份有限公司－陕国投·永昌1期证券投资

集合资金信托计划成为海翔药业新进前十大

流通股股东，排名第十。 此外，2015年四季度，

陕西省国际信托股份有限公司－陕国投·如意

35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增持海翔药

业490.21万股，持股数目增至670.21万股，持股

比例增至1.68%， 成为海翔药业第四大流通股

股东。

2015年四季度， 新时代信托股份有限公

司－润禾16号证券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增

持齐星铁塔股份297.8万股， 持股数量增至

1827.71万股，持股比例增至4.93%，成为第三

大流通股股东。

名称

营收

（万元）

营收增长率

(%)

净利润

（万元）

净利润增

长率(%)

基本EPS

(元）

加权平均

ROE（%）

净资产

（万元）

证监会行业分类

国民技术 56,059 .25 31 .69 8,600 .63 747.39 0 .32 3 .12 281,465 .99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

子设备制造业

国投安信 1,819,273 .57 87 .35 450,698 .13 402.99 1 .32 19 .6 2,649,033 .77 资本市场服务

雷科防务 200,677 .62 -7.3 14,266 .52 327.17 0 .53 8 .56 210,506 .55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雏鹰农牧 361,751 .26 105.34 21,647 .95 214.26 0 .2144 5.72 438,018 .46 畜牧业

东方证券 1,546,073 .29 181.12 735,065 .55 213.91 1 .46 25 .18 3,498,013 .72 资本市场服务

西部证券 563,526 .83 190.71 198,470 .37 198.97 0 .72 19 .91 1,214,160 .06 资本市场服务

国信证券 2,911,470 .32 146.9 1,420,495 .23 188.28 1 .73 34 .38 5,011,457 .90 资本市场服务

申万宏源 3,034,111 .35 114.38 1,255,886 .66 168.24 0 .85 28 .18 5,070,650 .46 资本市场服务

世纪鼎利 69,618 .24 55 .73 11,671 .92 166.13 0 .47 5 .79 206,731 .95 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科林环保 36,133 .70 -10.7 2,853 .31 165.16 0 .15 4 .16 69,888 .48 专用设备制造业

国海证券 493,156 .17 93 .78 178,768 .59 159.07 0 .71 18 .84 1,325,252 .41 资本市场服务

涪陵电力 124,996 .39 -1.47 18,610 .36 158.62 1 .16 31 .51 69,428 .97 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

茂硕电源 90,914 .94 44 .72 2,405 .42 150.26 0 .09 2 .92 88,029 .39

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

子设备制造业

东北证券 662,896 .00 114.46 262,863 .00 147.98 1 .34 26 .24 1,136,133 .00 资本市场服务

朗玛信息 31,396 .10 158.74 8,465 .07 143.6 0 .25 9 .18 96,237 .87

电信、广播电视和卫星

传输服务

部分上市公司2015年业绩快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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