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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分配预案

获市场欢迎

□本报实习记者 胡雨

随着A股上市公司中报陆续披露，多家公司披露上

半年分红预案。 截至7月30日，已有16家上市公司披露

了2018年上半年利润分配预案， 其中12家公司拟进行

现金分红。 在利润分配预案公布后，多家公司股价出现

强势上涨，部分公司股价在连续下跌后迎来强势反弹。

现金分红占主流

同花顺数据显示，在已披露的16份年中利润分配预

案中，涉及现金分红的有12份，占比75%；从金额上看，每

股派现金额多在0.2元及以上。例如，恒力股份7月28日发

布公告称，公司拟以现有总股本50.53亿股为基数，向全

体股东每10股派人民币2.5元现金（含税），共计派发现

金红利12.63亿元，相关议案已由董事会表决通过，尚需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

地素时尚利润分配预案格外“大方” 。 根据分红方

案，地素时尚拟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10元（含税），在

已披露的年中利润分配预案中位居首位，共计派发现金

股利4.01亿元， 剩余未分配利润3.7亿元转入以后年度

分配。

多家公司拟向股东送转股。 以吉艾科技为例，公司

拟以截至6月30日公司总股本4.84亿股为基数， 向全体

股东每10股转增8股，共计转增3.87亿股。对于利润分配

原因，公司表示是鉴于公司新增AMC业务以来，业绩扭

亏为盈，利润大幅增长并且增速强劲，发展前景良好，且

目前资本公积金较为充沛。

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公司在公布利润分配预案后不

久被监管层问询。 三联虹普6月25日晚间披露半年度利

润分配公告， 拟以截至6月30日公司总股本1.67亿股为

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9股。 6月26日深交所下发

关注函，要求公司详细说明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的目的和

原因，利润分配方案是否与公司业绩成长相匹配，是否

存在炒作股价的情形。 对于市场存在的高送转情形，此

前深交所在答记者问时表示，深交所高送转信息披露指

引公开征求意见已结束，将待进一步完善后发布，对高

送转行为予以进一步规范。

股价应声上涨

从二级市场表现来看，多家公司股价在公布利润分

配预案后迎来大涨，部分公司股价在连续下跌后迎来强

势反弹。

三联虹普6月25日披露高送转方案后，6月26日开

盘公司股价即一字涨停，此后又连获三个涨停板。

金固股份股价自5月25日起持续下跌， 截至6月28

日累计跌幅近45%。 6月29日上午公司披露利润分配预

案，拟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2元（含

税）并转增股本5股，午后公司盘中股价从开盘跌停状

态直线拉至涨停，次日再收获一个涨停板。

金通灵7月24日发布公告称， 公司实际控制人季

伟、季维东提议公司以现有股本6.16亿股作为股本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9股，共计转增5.54亿股。 此前

公司股价已遭遇四连阴，累计跌幅达17%，24日开盘即

涨停。

方正证券指出，近期市场波动加剧，风险偏好降低，

高分红是当前市场环境下较为稳妥的避险投资主线。国

金证券认为，盈利能力较强、经营业绩稳定和现金流较

为充裕的公司能够带来持续稳定的分红，建议投资者可

关注银行、交运、建筑、医药和电气设备等分红率较高的

行业个股。

四大关键指标受关注

陈乐天认为，和以前比，今年半年报

行情最大的不同是市场处在估值底部区

间， 靓丽的半年报业绩会成为市场及个

股的上涨加速器。对于上市公司半年报，

除了利润， 四个关键指标成为市场关注

的重点。

一是上市公司财务成本变动情况。 由于

今年以来持续的紧信用环境及陆续出现的上

市公司债务违约，需要根据半年报财务费用变

动情况对上市公司融资能力做出再评估。

二是经营性现金流的变动情况。 今年

以来，随着几家爆雷公司的出现，对上市

公司的评价框架逐步从单调的PE-ROE

（市盈率———净资产收益率）评价体系过

渡至强调IRR（内部收益率）、现金流、回

款速度，半年报里现金流不好的公司更容

易遭到投资者抛弃。

三是持股结构变化。 主要看股东人数

和是否有重要新增股东出现。

四是上市公司海外业务增速情况。

由于今年以来外部环境发生较大变化，

将根据今年上市公司海外业务的具体变

动， 对一些公司的全球化业务战略重新

做出评估。

就财务费用而言，在已披露半年报的

134家公司中，77家公司的财务费用同比

增长，占比近六成，不少公司财务费用数

倍增长。 以广宇发展为例，半年报财务费

用为5269万元， 去年同期为1083万元，增

长原因为费用化利息支出增加。

身处上半年债券频频“爆雷” 的环保

行业，金州集团董事长蒋超明显感到公司

财务成本的上升。“环保企业债务融资成

本很高，原来在百强县的项目融资成本是

6%左右， 现在9%可能都融不到钱。 ” 他

说。 在环保上市公司的半年报业绩预告

中，财务成本上升成为“高频词” 。中环装

备、科融环境、永清环保等多家公司在业

绩预减原因中均提到财务成本上升。中环

装备预计， 上半年归母净利润亏损2800

万元至2300万元， 同比下降209.73%至

233.58%。 业绩下滑的一个原因是财务费

用同比增加约900万元，主要系带息负债

和票据贴现增加所致。

长江证券研报对创业板业绩大幅下

滑公司进行了归因，其中财务费用、研发

费用、管理费用、原材料涨价、资产减值准

备等关键词出现次数较多。 研报指出，目

前偏紧的融资环境对于民营企业和中小

企业不利，由于创业板包含了较多中小企

业，板块整体财务费用率走势值得关注。

社保基金及北上资金加仓

随着半年报陆续公布，社保基金等机

构持仓变化被市场视为“风向标” 。 从已

披露的上市公司半年报来看，社保基金和

北上资金身影在上市公司前十大流通股

股东名单中浮现。

Wind数据显示，截至7月30日，已披

露半年报的上市公司中， 有13家公司前

十大股东名单中出现了社保基金身影。

其中，社保基金二季度新进广宇发展、济

川药业、水井坊、旭升股份4只个股，恒力

股份、涪陵榨菜、川环科技、信维通信等

被增持。

云图控股半年报显示， 截至二季度

末， 社保一零四组合持有公司1623.42万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61%，较一季度末增

加134.55万股。 而社保四零一组合、六零

四组合依然保持一季度时的仓位不变。

旭升股份获得社保四一三组合的

青睐，截至二季度末，该组合持有旭升

股份250万股，占总股本的0.62%，而在

一季度末，该组合尚未进入旭升股份的

股东榜。

从最新半年报十大流通股东榜来看，通

过沪股通、深股通投资A股的北上资金仓位

有所提升， 这类资金偏好业绩良好的白马

股，白酒、家电行业部分优质个股受到青睐。

涪陵榨菜、人民同泰、北纬科技为新进增持

公司。

水井坊半年报显示， 香港中央结算有

限公司持股比例增至13.7%。 另外，中国国

际金融香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客户资

金、中国国际金融(香港)有限公司———中金

稳定收益专户， 也在二季度大手笔买入水

井坊股票，进入公司十大流通股东榜单。

飞科电器二季度同样受到北上资金

加仓， 公司前两大流通股东富达基金 (香

港)有限公司———客户资金、香港中央结算

有限公司二季度均进行加仓，持股比例分

别增长0.17%、0.20%。

社保基金和北上资金加仓的个股大

多有业绩支撑。 旭升股份半年报显示，公

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4.92亿元，同比增

长40.52%； 实现归母净利润1.33亿元，同

比增长20.24%。 水井坊半年报显示，公司

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13.36亿元， 同比增

长58.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为2.67亿元，同比增长133.59%。

涪陵榨菜半年报显示上半年实现营

业收入10.64亿元，同比增长34.11%；净利

润3.05亿元，同比增长77.52%。 由于提价

和成本下降， 上半年毛利率大幅提升，是

利润高增长的主要原因。 此外，涪陵榨菜

预计，1月-9月净利润为4.41亿元至5.32亿

元，同比变动45%至75%。

446家公司预计

盈利增速超50%

□本报记者 吴科任

据东财Choice统计， 截至7月30日，

2155家上市公司披露上半年业绩预告，

预计盈利增速同比超过50%的公司数量

为446家， 其中285家公司在披露业绩预

告至7月30日期间内股价上涨。

钢铁股中期业绩亮眼

按申万二级行业划分， 有10个行业半

年报业绩预增在50%以上的公司数量超过

10家，如化学制品（40家）、专用设备（26

家）、钢铁（21家）、房地产开发（18家）、

计算机应用（17家）、化学制药（16家）、通

用机械（16家）等。

其中，钢铁行业表现出色，22家钢铁

公司业绩预告全部实现盈利， 且增速强

劲。 回溯近三年财报不难发现，钢铁企业

2015年业绩普遍亏损，2016年逐步企稳，

2017年延续火热势头。 从今年上半年情

况看，钢铁行业景气度仍在高位。

钢铁行业业绩增长的主要原因有二：

一是受益于国家供给侧改革及去杠杆、去

库存的调控政策，钢材价格保持在较高水

平；二是得益于企业内部降本增效成果显

著，盈利能力得到大幅提升。

天风证券认为，2018年有3000万吨

压减产能任务，且全年无“地条钢” 因素

影响，钢铁行业供需情况优于2017年。 供

给方面，预计上半年供给已经见顶，下半

年环保趋严， 供给易跌难涨产量或受压

制，同时安全督查有望趋严，进一步抑制

供给增长。需求方面，房地产投资、基建投

资预计仍能维持稳定增长，汽车、家电同

比也保持正增长，造船业及工程机械快速

复苏， 而中厚板库存降至近5年最低点，

需求有望扩大。

值得注意的是，自披露业绩预告后至

7月30日，22家钢铁企业股价普遍上涨，

涨幅均值为11.07%。 其中，三钢闽光、柳

钢股份、华菱钢铁、安阳钢铁等公司涨幅

超过20%。

机构调研青睐绩优股

东财Chcoie显示， 从机构最近一个

月的调研情况看，半年报业绩大幅预增的

公司无疑是机构“围猎” 的重要目标。 据

统计，在机构最近一个月调研的272家上

市公司中， 剔除未披露业绩预告的47家

公司， 有131家公司业绩预增大于10%，

占比超50%。 有51家公司业绩预增超

50%，均为中小创股票。

如国瓷材料。 7月9日披露业绩预告

前， 公司最近一次机构公开调研发生在

2017年12月；披露业绩预告后，54家机构

合计65名人员于7月20日奔赴国瓷材料

进行调研。 业绩预告显示，公司上半年归

母净利润为2.69亿元到2.86亿元，同比增

长137%至152%。

耐威科技6月14日发布业绩预告，盈

利约4095.45万元到4818.02万元，同比上

涨70.01%至100.00%；7月13日发布业绩

修正公告， 将盈利调整为约5300.06万元

至6022.53万元， 同比增长约120.01%至

150.00%。 7月18日，70余位分析师、投资

者参与耐威科技的调研。

7月共66家机构奔赴苏宁易购参与

调研。 公司7月7日发布的业绩修正预告

显示，在考虑出售阿里巴巴集团股份带来

的影响下， 预计归母净利润达到59.26亿

元至60.62亿元， 同比上涨1945.39%至

1979.70%。

国元证券指出，随着中报行情开启，资

金抱团绩优股的逻辑大概率延续， 前期超

跌成长股的反弹力度有可能受到中报业绩

表现的制约， 可优先配置业绩兑现度高的

优质行业龙头。

323家上市公司公布半年报及业绩快报

四指标验中报成色 两主力曝选股偏好

□本报记者 欧阳春香

国资委：推进央企重组

多渠道降杠杆

（上接A01版）中国远洋海运副总经理王宇航表示，集团在国资委指

导下开展下属泛亚航运公司员工持股试点工作，同步引进非公资本，深化

混合所有制改革，积极探索职业经理人制度。 按照“市场化选聘、契约化

管理、差异化薪酬” 原则，集团已有12家下属公司选聘40位职业经理人。

中国宝武副总经理刘翔介绍， 下一阶段中国宝武将以国有资本投资

公司试点为契机，在新业务、新产业的新建企业设立伊始，就联合各种市

场主体，以多元化方式推进混合所有制，实现共建共享。据悉，中国宝武制

定首轮战略规划，打造以绿色精品智慧的钢铁产业为基础，新材料、现代

贸易物流、工业服务、城市服务、产业金融等相关产业协同发展格局。最终

形成若干个千亿元级营收、百亿元级利润支柱产业和一批百亿元级营收、

十亿元级利润优秀企业。

专家认为个税改革应着眼长远

（上接A01版）在继续教育方面，对于继续教育概念

界定、培训机构资质认定等方面也是难点。

对于专项附加扣除中住房贷款利息支出、 住房租金

支出等内容，杨志勇强调，为了让扣除有效实施，扣除应

简便易行，扣除标准应与实际居住成本费用大致相当。

平衡收入差距

专家认为，个税改革应当着眼长远。最终要实现增加

低收入者收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加大对高收入者的

税收调节力度。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公共财政与政策研究院院长乔宝

云建议，个税改革需建立总体框架，对于资本所得、劳动

所得都应合理课税，改变单位代扣纳税方式，转变征税理

念；建立信用体系，启用终身唯一的纳税号并与个人退休

福利挂钩；限制现金收入。

从征管环节看， 长江证券研究所首席宏观债券研究

员赵伟认为，为保证税改方案落地，征管体制需进一步深

化改革。 综合所得征税要核算多种源泉的收入如何计算

抵扣额； 按月纳税改为按年纳税也可能会出现全年特定

月份征管工作量较大等问题。

不过，有利于税收有效征管因素越来越多。杨志勇表

示，现金交易占比明显下降，甚至连过去最难掌握的小额

现金交易信息也随着各种电子支付手段的兴起而变得容

易获取。反洗钱手段也越来越先进，金税三期工程及其他

科技手段在税收征管中的运用等， 让税收征管有效程度

大大提升。

某财税专家向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除个税改革外，

应降低增值税比重，完善低收入阶层的福利制度。低收入

人群由于纳税额度本身已较低， 能享受的专项附加扣除

比较有限， 如能减除基本生活费用中占比较高的增值税

费用，对于低收入人群的作用可能较大。

赵伟表示：“降低中低收入群体税收负担，是经济‘开

前门’ 、‘补短板’的体现。 居民部门大规模减税有助于扩

大内需增长动能，特别是对居民消费有一定提振作用。 ”

华泰证券研究所首席宏观分析师李超认为， 抵免政

策是亮点。随着人口老龄化、消费升级等趋势演进，家庭教

育支出、医疗保健支出、住房贷款利息支出是挤出其他消

费支出重要因素。 应关注后期这些政策细化，如扣除力度

较大，对促进消费支出和拉动经济增长能起到较大作用。

上市公司盈利增速回落

Wind数据显示， 截至7月30日，A股

共有134家公司披露半年报业绩，189家上

市公司披露业绩快报。其中，228家公司归

属母公司股东净利润实现同比增长，占比

超七成。

上半年净利润实现翻倍的公司有41

家。其中，悦达投资净利润增幅最高。半年

度报告显示， 公司上半年实现净利润1.0

亿元，同比增长1072.33%，而去年同期，

公司净利润仅为854.54万元。 公司称，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增长主要原因

是，与上年同期相比，东风悦达起亚汽车

有限公司、西蒙悦达能源公司、悦达纺织

集团均由亏损转为盈利。受到国内乘用车

行业增速放缓等因素影响，去年全年公司

净利润为-2.81亿元。

结合半年报业绩预告情况来看，截至

7月30日，A股共有2157家公司发布了半

年报业绩预告，创业板、中小板、主板公司

半年报业绩预告的披露率分别为100%、

99.4%、28.2%。

上市公司整体盈利回落是今年A股半

年报一大特征。 光大证券分析师谢超认

为，A股半年报业绩增速大概率回落，其中

中小板业绩增速平稳，创业板业绩增速明

显下滑。 已披露半年报业绩预告的公司

中， 非金融企业归母净利润增速中枢为

34.7%，可比口径一季度增速为43.2%。

他指出，在盈利增速回落背景下，上市

公司利润呈现两极分化， 利润向少数公司

集中，大市值公司表现优于小市值公司，中

小板市值400亿元以上、创业板市值300亿

元以上公司，仍然维持较高业绩增长水平。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披露日期 营业收入万元

营业收入

(同比增长率)�%

归母净利润万元

归母净利润

(同比增长率)�%

基本每股收益元

600805.SH 悦达投资 2018-07-20 100,345.18 36.10 10,018.02 1,072.33 0.12

002240.SZ 威华股份 2018-07-11 114,577.21 31.30 5,751.14 639.34 0.11

600246.SH 万通地产 2018-07-31 227,700.93 137.08 31,995.61 525.60 0.16

000537.SZ 广宇发展 2018-07-26 990,783.92 111.55 166,891.97 465.10 0.90

002552.SZ *ST宝鼎 2018-07-25 13,915.92 23.86 2,255.84 373.65 0.07

002490.SZ 山东墨龙 2018-07-31 200,008.16 63.56 3,257.53 363.99 0.04

603903.SH 中持股份 2018-07-25 53,704.35 191.35 5,811.45 315.85 0.56

000818.SZ 航锦科技 2018-07-10 182,862.15 22.31 24,108.84 295.12 0.35

002761.SZ 多喜爱 2018-07-31 39,162.42 32.17 2,464.14 259.48 0.12

002549.SZ 凯美特气 2018-07-31 23,934.03 35.76 4,336.74 228.27 0.07

A股已披露中报净利润增长前十上市公司（截至7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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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A股上市公司半年报陆续公布，上市公司业绩增长成色成为市场关注的焦

点。 截至7月30日，A股共有323家上市公司公布半年报及业绩快报，业绩呈现两极

分化，大市值公司表现优于小市值公司。 中银国际首席策略分析师陈乐天认为，在

去杠杆大背景下，财务费用、经营性现金流、持股结构变化、海外业务增速成为市场

关注的四大关键指标。 统计显示，在已披露半年报的上市公司中，超六成公司财务

费用增长。 持股方面，作为市场“风向标” 的社保基金和北上资金开始加仓。

323家上市公司公布半年报及业绩快报

四指标验中报成色 两主力曝选股偏好（主）

本报记者 欧阳春香

随着A股上市公司半年报陆续公布，上市公司业绩增长成色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 截至7月30日，A股共有323家上市公司公布半年报及业绩快报，业绩呈现两极分化，大市值公司表现优于小市值公司。 中银国际首席策略分析师陈乐天认为，在去杠杆大背景下，财务费用、经营性现金流、持股结构变化、海外业务增速成为市场关注的四大关键指标。 统计显示，在已披露半年报的上市公司中，超六成公司财务费用增长。 持股方面，作为市场“风向标”的社保基金和北上资金开始加仓。

上市公司盈利增速回落

Wind数据显示，截至7月30日，A股共有134家公司披露半年报业绩，189家上市公司披露业绩快报。 其中，228家公司归属母公司股东净利润实现同比增长，占比超七成。

上半年净利润实现翻倍的公司有41家。 其中，悦达投资净利润增幅最高。 半年度报告显示，公司上半年实现净利润1.0亿元，同比增长1072.33%，而去年同期，公司净利润仅为854.54万元。 公司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增长主要原因是，与上年同期相比，东风悦达起亚汽车有限公司、西蒙悦达能源公司、悦达纺织集团均由亏损转为盈利。 受到国内乘用车行业增速放缓等因素影响，去年全年公司净利润为-2.81亿元。

结合半年报业绩预告情况来看，截至7月30日，A股共有2157家公司发布了半年报业绩预告，创业板、中小板、主板公司半年报业绩预告的披露率分别为100%、99.4%、28.2%。

上市公司整体盈利回落是今年A股半年报一大特征。 光大证券分析师谢超认为，A股半年报业绩增速大概率回落，其中中小板业绩增速平稳，创业板业绩增速明显下滑。 已披露半年报业绩预告的公司中，非金融企业归母净利润增速中枢为34.7%，可比口径一季度增速为43.2%。

他指出，在盈利增速回落背景下，上市公司利润呈现两极分化，利润向少数公司集中，大市值公司表现优于小市值公司，中小板市值400亿元以上、创业板市值300亿元以上公司，仍然维持较高业绩增长水平。

四大关键指标受关注

陈乐天认为，和以前比，今年半年报行情最大的不同是市场处在估值底部区间，靓丽的半年报业绩会成为市场及个股的上涨加速器。 对于上市公司半年报，除了利润，四个关键指标成为市场关注的重点。

一是上市公司财务成本变动情况。 由于今年以来持续的紧信用环境及陆续出现的上市公司债务违约，需要根据半年报财务费用变动情况对上市公司融资能力做出再评估。

二是经营性现金流的变动情况。 今年以来，随着几家爆雷公司的出现，对上市公司的评价框架逐步从单调的PE-ROE（市盈率———净资产收益率）评价体系过渡至强调IRR（内部收益率）、现金流、回款速度，半年报里现金流不好的公司更容易遭到投资者抛弃。

三是持股结构变化。 主要看股东人数和是否有重要新增股东出现。

四是上市公司海外业务增速情况。 由于今年以来外部环境发生较大变化，将根据今年上市公司海外业务的具体变动，对一些公司的全球化业务战略重新做出评估。

就财务费用而言，在已披露半年报的134家公司中，77家公司的财务费用同比增长，占比近六成，不少公司财务费用数倍增长。 以广宇发展为例，半年报财务费用为5269万元，去年同期为1083万元，增长原因为费用化利息支出增加。

身处上半年债券频频“爆雷”的环保行业，金州集团董事长蒋超明显感到公司财务成本的上升。 “环保企业债务融资成本很高，原来在百强县的项目融资成本是6%左右，现在9%可能都融不到钱。 ”他说。 在环保上市公司的半年报业绩预告中，财务成本上升成为“高频词” 。 中环装备、科融环境、永清环保等多家公司在业绩预减原因中均提到财务成本上升。 中环装备预计，上半年归母净利润亏损2800万元至2300万元，同比下降209.73%至233.58%。 业绩下滑的一个原因是财务费用同比增加约900万元，主要系带息负债和票据贴现增加所致。

长江证券研报对创业板业绩大幅下滑公司进行了归因，其中财务费用、研发费用、管理费用、原材料涨价、资产减值准备等关键词出现次数较多。 研报指出，目前偏紧的融资环境对于民营企业和中小企业不利，由于创业板包含了较多中小企业，板块整体财务费用率走势值得关注。

社保基金及北上资金加仓

随着半年报陆续公布，社保基金等机构持仓变化被市场视为“风向标” 。 从已披露的上市公司半年报来看，社保基金和北上资金身影在上市公司前十大流通股股东名单中浮现。

Wind数据显示，截至7月30日，已披露半年报的上市公司中，有13家公司前十大股东名单中出现了社保基金身影。 其中，社保基金二季度新进广宇发展、济川药业、水井坊、旭升股份4只个股，恒力股份、涪陵榨菜、川环科技、信维通信等被增持。

云图控股半年报显示，截至二季度末，社保一零四组合持有公司1623.42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61%，较一季度末增加134.55万股。 而社保四零一组合、六零四组合依然保持一季度时的仓位不变。

旭升股份获得社保四一三组合的青睐，截至二季度末，该组合持有旭升股份250万股，占总股本的0.62%，而在一季度末，该组合尚未进入旭升股份的股东榜。

从最新半年报十大流通股东榜来看，通过沪股通、深股通投资A股的北上资金仓位有所提升，这类资金偏好业绩良好的白马股，白酒、家电行业部分优质个股受到青睐。 涪陵榨菜、人民同泰、北纬科技为新进增持公司。

水井坊半年报显示，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持股比例增至13.7%。 另外，中国国际金融香港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客户资金、中国国际金融(香港 )有限公司———中金稳定收益专户，也在二季度大手笔买入水井坊股票，进入公司十大流通股东榜单。

飞科电器二季度同样受到北上资金加仓，公司前两大流通股东富达基金 (香港)有限公司———客户资金、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二季度均进行加仓，持股比例分别增长0.17%、0.20%。

社保基金和北上资金加仓的个股大多有业绩支撑。 旭升股份半年报显示，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4.92亿元，同比增长40.52%；实现归母净利润1.33亿元，同比增长20.24%。 水井坊半年报显示，公司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13.36亿元，同比增58.97%；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2.67亿元，同比增133.59%。

涪陵榨菜半年报显示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10.64亿元，同比增长34.11%；净利润3.05亿元，同比增长77.52%。 由于提价和成本下降，上半年毛利率大幅提升，是利润高增长的主要原因。 此外，涪陵榨菜预计，1月-9月净利润为4.41亿元至5.32亿元，同比变动45%至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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