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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98家公司发布三季报 前三季净利增逾两成

煤炭、钢铁、有色金属等周期性行业公司业绩增长明显

本报记者 王维波

截至10月30日记者发稿时，沪深两市共有2798家上市公司发布2017年三季报。 Wind数据显示，这些公司2017年前三季度实现归属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合计15130.24亿元，同比增长23.96%。 其中，1962家公司归属净利润同比实现增长（包括减亏和扭亏），占2798家公司的比例约70%。 从行业方面看，业绩增长明显的是煤炭、钢铁、有色金属等周期性行业公司；火电、乘用车、畜禽养殖等板块业绩表现欠佳。

逾四成盈利能力下降

根据Wind统计数据，已发布三季报的2798家公司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合计为161718.12亿元，同比增长21.89%；实现归属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合计15130.24亿元，同比增长23.96%。

在2798家公司中，前三季度归母净利润实现同比增长的为1962家，占比约为70%，其中包括减亏的69家，扭亏的153家；同比下降的有836家，占比约为30%。 这表明目前发布三季报的上市公司中，有七成公司2017年前三季实现净利润同比增长。

在净利润同比增长的公司中，增长幅度在100%以上的有518家，占比为19%；增幅在30%至100%的上市公司有608家，占比22%；增幅在30%以下的为836家公司，占比为30%。 在净利润同比下降的836家上市公司中，下降幅度超过100%的有95家，占比为3%；下降幅度在30%至100%的上市公司有336家，占比为12%；下降幅度在30%以内的为405家，占比为15%。

可以看出，尽管不少公司业绩同比增长幅度较大，但也有不少公司业绩下降幅度较大。 从代表盈利能力的净资产收益率看，加权净资产收益率为正值的上市公司为2605家，有189家公司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为负值，另有4家公司没有数据。

在发布三季报的上市公司中，前三季净资产收益率同比增长的为1361家，占比约49%；净资产收益率同比下降的公司为1188家，占比约42%，另外有部分公司没有可比数据。 即在已发布三季报的公司中，有逾四成公司前三季度盈利能力同比有一定幅度下降。

周期性行业业绩增长明显

从各行业相关公司业绩增长及盈利能力看，煤炭、钢铁、有色等周期性行业表现突出。 根据Wind数据，按申万一级行业看，今年前三季度净利润增长前三位的是采掘、钢铁、有色金属，而在采掘中，增幅最大的是煤炭开采。

按申万行业标准，A股37家煤炭上市公司中有29家公司披露三季报，这29家公司2017年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合计5331.33亿元，同比增长54.5%；实现归属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合计646.97亿元，同比增长260.12%。

煤炭行业上市公司业绩大幅增长的原因是行业环境好转，煤炭价格上涨。 开源证券煤炭行业研究员张月彗表示，由于北方冬季供暖已经陆续开始，对煤炭的需求上升，将对煤价形成支撑，预计不会出现明显下滑的情况。 这将有利于煤炭公司四季度业绩。

从钢铁行业看，目前A股34家钢铁类上市公司中有29家发布了三季报。 这29家公司2017年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9168.28亿元，同比增长41.34%；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28.56亿元，比2016年前三季度增长275.04%。

钢铁类公司2017前三季报业绩大幅增长的原因，除了企业自身采取的降本增效措施外，行业回暖带来销量增加和价格上涨是重要因素。 莫尼塔钢铁研究员徐冬冬表示，目前钢铁价格指数在高位震荡，由于目前已进入需求淡季，同时受环保限产影响，钢铁产量也会收缩。 从供求各方面因素考虑，行业供求不会出现大的缺口，钢铁价格有可能出现偏弱的情况。 就明年来看，由于我国经济保持平稳，基建、房地产投资态势不会有大的改变，从大势看，钢铁市场将维持基本平稳状态。

目前A股有色金属行业有117家上市公司，其中92家发布了三季报。 这92家公司2017年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合计7982.18亿元，同比增长28.87%；实现归属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合计293.41%，同比增长103.86%。

价格上涨是有色金属上市公司业绩增长的原因之一。 中大期货有色研究员黄臻认为，有色金属价格总体表现比较活跃，虽然短期出现振荡，而小品种金属如钴、锂由于有需求支撑，长期看仍有上升空间；基本金属走势会有一定差异，如铝受违规产能清理和采暖季限产等因素影响，供给将有所收缩，价格短期振荡后未来有进一步反弹可能；铜从中长期看由于存在供求缺口，有望振荡走强；锌价表现较强，但由于受房地产调控影响，其下游需求可能受到影响，预计锌价明年上半年有可能走弱。

火电行业净利润降幅大

Wind数据显示，前三季度净利润下降幅较大的板块有火电、畜禽养殖、乘用车等。 根据申万的分类，火电行业目前A股公司有30家，目前发布三季报的公司有16家。 这16家公司今年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合计2957.52亿元，同比增长16.90%；实现净利润90.68亿元，同比下降68.69%。

火电公司净利润下降的原因主要是煤价持续上涨，而上网电价上涨明显滞后。 业内人士认为，从目前看，若煤价格没有明显下降，则只有在电价上调的情况下，火电类公司业绩才会有改善。

畜禽养殖业上市公司A股有16家公司，目前发布三季报的公司有12家。 这12家公司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745.95亿元，同比增长9.02%；实现净利润66.34亿元，同比下降约54.13%。 业绩下跌的主要因素是禽产品价格出现下降，同时由于一些企业以量补价，因此营收出现增长，但增收未明显增利。 业内人士表示，随着元旦、春节等假期的相继到来，下游消费端有望回暖，肉类消费将逐渐好转，同时伴随近期环保去产能导致上游供给收缩，预计畜禽价格将有所回升，这对相关公司业绩会产生有利影响。

乘用车方面，A股13家公司中目前有10家已发布三季报。 10家公司今年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3308.28亿元，同比增长7.22%；实现净利润210.44亿元，同比下降15.67%。 销量下降是汽车类公司业绩下降的重要原因，如海马汽车前三季度出现亏损，该公司表示主要系公司汽车销量同比大幅下降所致。 业内人士表示，未来汽车行业主要有两大热点：一是龙头企业业绩向好。 虽然汽车销量增速下降，但行业集中度会有提升，这样龙头企业会受益；二是新能源汽车行业快速发展。 短期内虽然受一些因素销量出现波动，但新能源汽车的前景光明，销量仍会保持较快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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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98家公司发布三季报 前三季净利增逾两成

煤炭、钢铁、有色金属等周期性行业公司业绩增长明显

□本报记者 王维波

截至10月30日记者发稿时，沪深两市共有2798家上市公司

发布2017年三季报。 Wind数据显示，这些公司2017年前三季度

实现归属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合计15130.24亿元， 同比增长

23.96%。 其中，1962家公司归属净利润同比实现增长（包括减

亏和扭亏），占2798家公司的比例约70%。 从行业方面看，业绩

增长明显的是煤炭、钢铁、有色金属等周期性行业公司；火电、乘

用车、畜禽养殖等板块业绩表现欠佳。

板块名称

归母净利润

同比%

归母净利润合计

（亿元）

净资产收益率

(整体法)%

营业总收入

合计同比%

去年前三季

归母净利润

合计同比%

去年前三季

营业总收入

合计同比%

SW采掘 647.28 662.3635 8.93 49 .98 -94.54 -9.89

SW钢铁 275.04 428.5561 9.63 41 .34 146.81 -2.24

SW有色金属 103.86 293.4122 6.66 28 .87 164.07 2 .57

SW化工 75.03 657.4981 8.68 35 .44 17 .45 -6.77

SW建筑材料 71.37 210.3017 8.45 28 .59 34 .21 3 .06

SW电子 66.38 437.0308 8.07 39 .66 21 .80 26 .86

SW轻工制造 48.67 188.2117 8.40 26 .74 31 .63 7 .68

SW机械设备 41.28 349.0821 5.02 22 .23 -25.47 -1.85

SW食品饮料 38.33 489.5350 14.66 21 .01 9 .75 6 .80

SW房地产 33.78 629.2122 8.02 6 .53 27 .06 33 .56

证券简称

归母净利润

（万元）

归母净利润

同比%

PE(TTM) 申万一级行业

营业总收入

同比%

ROE(加权)%

江西长运 1,073 .24 32,836 .04 -24.24 交通运输 9.78 0 .77

ST常林 27,330 .20 11,581 .35 14 .98 机械设备 66.95 7 .16

华友钴业 109,785 .98 9,723 .35 44 .96 有色金属 76.19 22 .78

黑猫股份 31,883 .96 7,728 .76 19 .87 化工 53.42 14 .43

海源机械 3,204 .37 7,238 .52 -789.44 机械设备 27.57 2 .03

天山股份 31,383 .43 7,151 .34 25 .70 建筑材料 36.31 5 .13

凌钢股份 99,601 .24 7,120 .69 12 .89 钢铁 32.28 17 .47

龙宇燃油 4,331 .17 6,807 .66 87 .78 化工 27.76 1 .05

智飞生物 28,523 .48 4,118 .66 148.58 医药生物 181.46 10 .74

山东钢铁 107,269 .82 4,031 .60 56 .15 钢铁 21.44 6 .48

今年前三季度净利润增幅居前公司

今年前三季度净利润增幅居前行业（申万一级）

数据来源/Wind

逾四成盈利能力下降

根据Wind统计数据，已发布三季报的2798家公

司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合计为161718.12亿元，同

比增长21.89%； 实现归属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合计

15130.24亿元，同比增长23.96%。

在2798家公司中， 前三季度归母净利润实现同

比增长的为1962家，占比约为70%，其中包括减亏的

69家，扭亏的153家；同比下降的有836家，占比约为

30%。 这表明目前发布三季报的上市公司中，有七成

公司2017年前三季实现净利润同比增长。

在净利润同比增长的公司中，增长幅度在100%

以上的有518家，占比为19%；增幅在30%至100%的

上市公司有608家，占比22%；增幅在30%以下的为

836家公司，占比为30%。在净利润同比下降的836家

上市公司中，下降幅度超过100%的有95家，占比为

3%； 下降幅度在30%至100%的上市公司有336家，

占比为12%；下降幅度在30%以内的为405家，占比

为15%。

可以看出， 尽管不少公司业绩同比增长幅度较

大，但也有不少公司业绩下降幅度较大。从代表盈利

能力的净资产收益率看， 加权净资产收益率为正值

的上市公司为2605家，有189家公司加权平均净资产

收益率为负值，另有4家公司没有数据。

在发布三季报的上市公司中， 前三季净资产收

益率同比增长的为1361家，占比约49%；净资产收

益率同比下降的公司为1188家，占比约42%，另外

有部分公司没有可比数据。 即在已发布三季报的公

司中， 有逾四成公司前三季度盈利能力同比有一定

幅度下降。

周期性行业业绩增长明显

从各行业相关公司业绩增长及盈利能力看，煤

炭、钢铁、有色等周期性行业表现突出。根据Wind数

据，按申万一级行业看，今年前三季度净利润增长前

三位的是采掘、钢铁、有色金属，而在采掘中，增幅最

大的是煤炭开采。

按申万行业标准，A股37家煤炭上市公司中有

29家公司披露三季报，这29家公司2017年前三季度

实现营业收入合计5331.33亿元，同比增长54.5%；实

现归属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合计646.97亿元， 同比增

长260.12%。

煤炭行业上市公司业绩大幅增长的原因是行业

环境好转，煤炭价格上涨。开源证券煤炭行业研究员

张月彗表示，由于北方冬季供暖已经陆续开始，对煤

炭的需求上升，将对煤价形成支撑，预计不会出现明

显下滑的情况。 这将有利于煤炭公司四季度业绩。

从钢铁行业看， 目前A股34家钢铁类上市公司

中有29家发布了三季报。 这29家公司2017年前三季

度实现营业收入9168.28亿元， 同比增长41.34%；实

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28.56亿元，比

2016年前三季度增长275.04%。

钢铁类公司2017年前三季报业绩大幅增长的原

因，除了企业自身采取的降本增效措施外，行业回暖

带来销量增加和价格上涨是重要因素。 莫尼塔钢铁

研究员徐冬冬表示，目前钢铁价格指数在高位震荡，

由于目前已进入需求淡季，同时受环保限产影响，钢

铁产量也会收缩。 从供求各方面因素考虑，行业供求

不会出现大的缺口， 钢铁价格有可能出现偏弱的情

况。就明年来看，由于我国经济保持平稳，基建、房地

产投资态势不会有大的改变，从大势看，钢铁市场将

维持基本平稳状态。

目前A股有色金属行业有117家上市公司，其中92

家发布了三季报。 这92家公司2017年前三季度实现营

业收入合计7982.18亿元，同比增长28.87%；实现归属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合计293.41%，同比增长103.86%。

价格上涨是有色金属上市公司业绩增长的原因

之一。 中大期货有色研究员黄臻认为，有色金属价格

总体表现比较活跃，虽然短期出现振荡，而小品种金

属如钴、锂由于有需求支撑，长期看仍有上升空间；

基本金属走势会有一定差异， 如铝受违规产能清理

和采暖季限产等因素影响，供给将有所收缩，价格短

期振荡后未来有进一步反弹可能； 铜从中长期看由

于存在供求缺口，有望振荡走强；锌价表现较强，但

由于受房地产调控影响，其下游需求可能受到影响，

预计锌价明年上半年有可能走弱。

火电行业净利润降幅大

Wind数据显示，前三季度净利润下降幅较大的

板块有火电、畜禽养殖、乘用车等。根据申万的分类，

火电行业目前A股公司有30家， 目前发布三季报的

公司有16家。 这16家公司今年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

入合计2957.52亿元，同比增长16.90%；实现净利润

90.68亿元，同比下降68.69%。

火电公司净利润下降的原因主要是煤价持续上

涨，而上网电价上涨明显滞后。 业内人士认为，从目

前看，若煤价格没有明显下降，则只有在电价上调的

情况下，火电类公司业绩才会有改善。

畜禽养殖业上市公司A股有16家公司， 目前发

布三季报的公司有12家。 这12家公司前三季度实现

营业收入745.95亿元，同比增长9.02%；实现净利润

66.34亿元，同比下降约54.13%。 业绩下跌的主要因

素是禽产品价格出现下降， 同时由于一些企业以量

补价，因此营收出现增长，但增收未明显增利。 业内

人士表示，随着元旦、春节等假期的相继到来，下游

消费端有望回暖，肉类消费将逐渐好转，同时伴随近

期环保去产能导致上游供给收缩， 预计畜禽价格将

有所回升，这对相关公司业绩会产生有利影响。

乘用车方面，A股13家公司中目前有10家已发

布三季报。 10家公司今年前三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3308.28亿元，同比增长7.22%；实现净利润210.44亿

元，同比下降15.67%。 销量下降是汽车类公司业绩

下降的重要原因，如海马汽车前三季度出现亏损，该

公司表示主要系公司汽车销量同比大幅下降所致。

业内人士表示，未来汽车行业主要有两大热点：一是

龙头企业业绩向好。虽然汽车销量增速下降，但行业

集中度会有提升，这样龙头企业会受益；二是新能源

汽车行业快速发展。 短期内虽然受一些因素销量出

现波动，但新能源汽车的前景光明，销量仍会保持较

快增长。

社保基金青睐房地产军工

□本报实习记者 吴科任

截至10月30日，根据已披露三季报的上市公司股东户数变化情况显示，

周期板块及前期遭到资金热炒的新能源等相关板块环比增幅居前。从行业横

向对比看，机构资金对家用电器板块的态度并不积极。 房地产、国防军工、化

工等行业得到社保基金更多青睐，QFII则对医药生物和公用事业给予较多

关注。

机构偏爱休闲服务行业

东方财富Choice统计显示，截至10月30日，已披露三季报的2586只股

票（剔除停牌、下半年上市的股票）当季股东户数累计达到1.18亿户（AH

股票只统计了A股股东户数）， 较6月底累计减少138.16万户， 环比下降

1.17%。

从个股方面看，三圣股份和星期六的股东户数环比增幅超过两倍，正海

磁材等11只股票的增幅超过一倍。 而江丰电子和沪宁股份的股东户数则环比

骤降超过70%，中设股份等13只股票的降幅超过50%。

从机构持有的股票行业看，机构偏爱休闲服务行业，11只个股的机构持

股数在三季度出现增长，占23只个股的47.38%，居行业第一；占比超过40%

的行业还有轻工制造和建筑材料。 家用电器行业占比排名垫底， 只有

11.36%的企业在三季度获得机构加仓，而白色家电指数同期下跌0.61%。 国

防军工与非银金融分别以11.43%、19.44%的行业占比位列倒数第二位和第

三位。

业内人士指出，白色家电目前可选的标的已经不多，行业龙头涨幅都

已较大，且均创下新高，机构有获利出局的想法。 Choice数据显示，机构在

三季度持有家用电器行业的数量环比下降1.5%， 而二季报环比增幅达

15.97%。

社保基金青睐房地产军工

据Wind数据统计， 在机构持股数量环比增幅超过50%的282只股票中，

建筑装饰成为企业数量占比唯一超过20%的行业，轻工制造、电气设备、计算

机、汽车、有色金属、电子等行业占比均超过10%。 值得一提的是，未有一家房

地产企业或家用电器企业的机构持股数增幅超过50%。

据不完全统计， 社保基金在三季度减仓了243只股票， 同时新进89只股

票，加仓125只股票。从（加仓+新进）/减仓的比值看，社保基金在三季度对房

地产、国防军工、化工、轻工制造更青睐，对钢铁、农林牧渔、电子、机械设备、

传媒、通信、建筑装饰、电器设备等较谨慎。 此外，QFII在三季度新进54只股

票，增持46只股票，医药生物和公用事业获更多关注。

分析人士表示，从社保基金、QFII的持仓变化看，在存量博弈阶段，机构

资金更倾向于寻找轮动热点。 对一些年内跌幅较大的板块，可以考虑布局，尤

其是估值相对较低的公司。

制图/王力

多家纺织服装行业公司

预计全年业绩大增

□本报记者 蒋洁琼

Wind数据显示，截至10月30日记者发

稿时，SW纺织服装行业90家上市公司中已

有89家发布2017年三季报，59家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前三季度实现一定程

度增长，其中浙江富润、摩登大道等11家公

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增速在1

倍以上；30家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同比下降，5家公司降幅在50%以上。 分

析人士表示， 建议四季度关注纺织服装行

业业绩稳定持续， 成长性好且估值合理的

公司， 以及前期超跌但下半年业绩拐点明

确的公司。

11家公司业绩增速逾100%

在89家发布2017年三季报的上市公司

中，59家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实

现一定程度增长，占比达66%。 上述59家公

司中，11家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增速在1倍以上，7家增速在50%至100%之

间，27家增速在10%至50%之间。

11家前三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增速在1倍以上的公司，包括浙江富

润、摩登大道、三毛派神、搜于特、美盛文化

等。浙江富润实现营收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分别为13.57亿元、1.31亿元，同

比增长分别为122.77%、2131.83%； 摩登大

道实现营收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分别为6.55亿元、1.19亿元， 同比增长分

别为26.69%、296.72%； 搜于特实现营收和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

125.77亿元、5.41亿元， 同比增长分别为

212.34%、109.22%。

7家增速在50%至100%之间的公司包

括华斯股份、新野纺织、报喜鸟、天创时尚、

龙头股份、华孚时尚等。 新野纺织实现营收

和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

38.26亿元、2.37亿元， 同比增长分别为

30.75%、69.09%；龙头股份实现营收和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28.23亿

元、1.07亿元， 同比增长分别为0.64% 、

52.46%； 华孚时尚实现营收和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88.7亿元、6.05亿

元，同比增长分别为30.6%、50.8%。

此外，孚日股份、嘉欣丝绸、柏堡龙、梦

洁股份、朗姿股份、罗莱生活等27家增速在

10%至50%之间。

上述89家发布2017年三季报的上市公

司中，30家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同比下降，三夫户外、欣龙控股、希努

尔、哈森股份等5家公司降幅在50%以上。其

中，三夫户外、欣龙控股前三季度亏损。三夫

户外前三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亏损719.22万元， 同比下降179.22%；欣

龙控股前三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亏损4564.08万元，同比下降155.81%。

多公司预计全年业绩大增

在已披露三季报的纺织服装行业上市

公司中，多家公司发布全年预计业绩。其中，

摩登大道、搜于特、美盛文化等多家公司预

计全年业绩大增。

摩登大道预计2017年实现扭亏为盈，

公司预计2017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1.2亿元至1.5亿元，公司2016年亏

损2.87亿元。摩登大道预计全年业绩大增的

原因包括报告期内处置子公司股权取得投

资收益，以及收购武汉悦然心动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100%股权， 该公司自2017年5月起

纳入合并报表范围。

搜于特预计2017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5.97亿元至7.78亿元，同比

增长65%至115%， 原因为公司供应链管理

业务与品牌管理业务得到快速发展，促使业

绩大幅度增长。

今年主营业务的发力对于多公司的业

绩贡献较明显。 新野纺织称，由于公司棉纱

产能增加、利润增加，公司预计2017年实现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9亿元至

3.32亿元，同比增长40%至60%。 同时，由于

业绩持续增长， 美盛文化预计2017年度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间为

3.42亿元至4.37亿元， 同比增长80%至

130%。

天风证券分析人士表示，建议四季度关

注纺织服装行业业绩稳定持续，成长性好且

估值合理的公司，以及前期超跌但下半年业

绩拐点明确的公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