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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7家公司发布一季报

逾六成首季净利同比正增长

□本报记者 董添

Wind数据显示， 截至4月26日，A股共有

1887家上市公司披露2019年一季报， 超6成公

司净利同比正增长。分行业看，基建、医药、地产

类上市公司报告期内盈利状况较好， 业绩增长

率普遍较高；科技类、化工类上市公司业绩分化

则较为明显。 此外，截至4月26日，205家上市公

司发布了2019年中期业绩预告，94家预喜，子

公司纳入合并报表、行业景气度提升、获得大额

补贴、变更会计准则，是相关公司今年上半年业

绩向好的主要原因。

行业分化加剧

Wind数据显示， 截至4月26日，1887家A

股上市公司披露了2019年一季报， 其中，1221

家公司实现净利润同比正增长，占已披露2019

年一季报家数的64.71%。从已披露2019年一季

报业绩的上市公司看，盈利能力整体较好。

分行业看，基建、医药、地产类公司报告期

内盈利状况较好， 业绩增长率普遍较高； 科技

类、化工类公司业绩分化较为明显。

细分行业中， 水泥类上市公司业绩表现整

体亮眼。冀东水泥、华新水泥、上峰水泥等公司，

报告期内业绩同比均实现了大幅上涨。 以冀东

水泥为例， 公司2019年一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50.08亿元，同比增长47.74%；实现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4490.65万元， 同比扭亏，上

年同期为-5.82亿元。 2019年，公司通过同一控

制下企业合并取得14家子公司。

备受关注的农林牧渔行业， 公司业绩则出

现了一定程度的分化。 温氏股份、*ST雏鹰、牧

原股份等2019年一季度业绩亏损幅度较大；民

和股份、 益生股份等公司业绩则有不同增长幅

度。

以益生股份为例，公司2019年一季度实现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51亿元， 同比

增长193.55%；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3.82亿元，同比增长3503.7%。 报告期主要

产品价格大幅上涨，毛利率大幅增长。

94家中报预喜

截至4月26日，205家公司发布了2019年中

期业绩预告，94家预喜，预喜比例为45.85%。其

中，略增15家，扭亏16家，续盈3家，预增60家。

具体来看，2019年上半年预计实现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超过1亿元的有42家，

超过10亿元的有7家。 增长率方面，82家A股上

市公司2019年上半年净利润同比增长超过

10%，42家同比增长超过100%。

海康威视预计2019年1至6月份共实现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37.33亿元至45.62亿

元，同比增长-10%至10%，报告期内，公司经

营业绩稳健发展。

经记者梳理发现， 子公司纳入合并报表、

行业景气度提升、获得大额政府补贴、变更会

计准则，是上述公司上半年业绩预计向好的主

要原因。

禽类产业链和5G产业链公司借助行业景

气向好，中期业绩预期较为突出。以仙坛股份为

例，公司预计2019年1至6月份共实现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8亿元至4.2亿元， 同比

增长327.65%至372.67%。业绩变动的主要原因

是，白羽肉鸡行业景气度持续攀升，公司鸡肉产

品的销售价格同比上升， 导致净利润同比大幅

上涨。

世嘉科技预计2019年1至6月份共实现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361.72万元至

6702.15万元，同比增长300%至400%。 业绩变

动的主要原因是， 国内运营商对4G市场的深

耕、5G市场的快速发展及公司对海外市场的拓

展， 使得公司移动通信设备相关产品的市场需

求保持增长态势。

中国核电：正积极准备

漳州项目开工

□本报记者 欧阳春香

4月26日， 中国核电总经理张涛在2018年公

司业绩说明会上透露，2020年至2021年间， 中国

核电将有田湾的五六号机组以及全球首个“华龙

一号” 三代核电示范机组———福清核电五六号机

组投入运行，将给核电发电带来增量。

而对于市场关注的核电重启进展，张涛表示，

3月18日，生态环境部公示了《福建漳州核电厂1、

2号机组环境影响报告书（建造阶段）》。目前，公

司正在加紧准备福建漳州项目的FCD（浇筑第一

罐混凝土）工作。

未来两年有多台机组投运

4月25日晚间，中国核电发布2018年年报，公

司2018年实现营业收入393.05亿元， 同比增长

16.19%；归母净利润47.37亿元，同比增长4.49%；

公司每股收益为0.30元。 公司拟每10股派现1.2元

（含税）。

公司同日发布的2019年一季报显示，实现营

业收入107.39亿元，同比增长30.09％；归母净利

润13.87亿元，同比增长13.86％。 营收增长的原因

是新增核电机组投运上网电量增加。

张涛介绍，截至2018年底，中国核电共有控

股子公司26家，直接参股公司5家，合营公司1家。

控股在役核电机组21台，装机容量1909.2万千瓦；

核准在建的核电机组4台，装机容量455.8万千瓦，

总资产达3234.81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464.29亿元。

2018年中国核电新增4台百万千瓦级的核电

机组。 截至2018年底，公司投入商业运行的核电

机组共21台，均为控股机组；截至2018年底，根据

世界范围内核电公司控股装机规模， 公司成为世

界第四大核电公司。

针对有投资者提问“有关前几年核电审批停

滞，是否会导致公司2021年至2023年没有新的核

电机组投产，未来公司增长动力在哪里？ ” 张涛表

示，前几年没有新的核电项目获批，并不意味着没

有核电项目在推进。 核电建设周期一般有五至六

年的时间， 今年公司没有新的机组投产，2020年

至2021年间，公司将有田湾的五六号机组、全球

首个“华龙一号” 三代核电示范项目———福清核

电五六号机组等新机组投运， 将给核电发电带来

增量。

正积极准备核电新项目

近期核电项目重启备受市场关注。 3月18日，

生态环境部公示当天受理的《福建漳州核电厂1、

2号机组环境影响报告书（建造阶段）》、《中广核

广东太平岭核电厂一期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建

造阶段）》。 两份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显示，漳州核

电1号机组和太平岭核电1号机组计划于2019年6

月开工。其中福建漳州项目属于中核集团，将采用

“华龙一号”三代核电技术。

4月1日，生态环境部副部长、国家核安全局

局长刘华在中国核能可持续发展论坛上介绍，今

年会有核电项目陆续开工建设。

对此，张涛表示，目前，公司正在根据国家安

排，加紧准备福建漳州项目的FCD工作。

而为了保证公司业绩的持续增长， 公司将在

核能新技术、新能源、核电运维服务等方面持续发

力。“作为上市公司，公司也将在资本市场运作上

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 ” 张涛说。

124家药企一季度净利正增长

□本报记者 潘宇静

Wind数据显示，截至4月26日，共有177家

医药类上市公司披露一季报， 其中124家公司

净利同比实现增长，占比超过七成。 整体看，医

药类上市公司第一季度业绩整体向好，但分化

也较为明显。 业内人士分析，目前对于药企来

说，加快一致性评价的步伐，通过工艺成本规

模的优势，加大药品研发投入，促进创新药研

发上市等成为应对新形势的重要突破方向。

13家药企净利同比翻番

从数据看，今年一季度净利同比实现翻番

的药企共计13家，业绩同比涨幅超过50%的药

企有9家。 其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较为突出的包括同济堂同比增长803.48%、艾

德生物同比增长529.73%、 司太立同比增长

436.95%、海翔药业同比增长352.29%，以及南

卫股份同比增长349.22%。 医药类子行业中，化

学制药行业与医疗器械行业相关公司业绩涨

幅较为明显。

平安证券表示， 从行业运行态势来看，带

量采购平稳落地， 预计短期政策面比较平稳，

以围绕鼓励创新的政策为主，在此期间，一季

度业绩将成为行业内标的分化的主要驱动力。

同济堂表示， 随着整个医药行业的发展，

“两票制” 等医改政策的推行，流通行业的整

合加快，行业集中度提升，公司的经营业绩持

续保持增长。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加快，医

疗卫生投入稳步增加的因素的影响， 药品流通

行业将迎来新的更大发展空间， 药品市场销售

规模将进一步扩大。

总体来说，2018年是中国医药行业政策环

境变革中的关键一年。政策驱动下，医药行业也

处于深刻变革进程中。一方面，医疗体制改革持

续推进，医保控费、招标降价、二次议价、带量采

购等政策带来的经营压力仍在， 行业增速有所

放缓， 增速主要在创新产品驱动、 消费升级之

上；另一方面，新版《医保目录》、一致性评价、

创新药加快审评审批等重要改革成果已经陆续

进入收获期， 政策改革红利为医药市场提供了

新的增长空间。

部分公司销售费用占比下降

在一季报披露研发费用的公司中， 开立医

疗研发费用占营业收入的比重最高， 一季度为

24.58%， 此外舒泰神为18.19%， 贝达药业为

17.81%，理邦仪器为16.85%。

开立医疗表示，一季度是行业销售的淡季，

业绩绝对数较小，因此历来波动幅度较大，本报

告期内对新推出的产品加大了研发投入、 销售

团队建设和市场推广投入力度， 以期能尽快提

升产品市场影响力， 为公司后续持续快速发展

做准备，因此本期各项运营费用增加较快。

2019年一季度，开立医疗实现营业收入2.3

亿元，与上年同期持平；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1206.44万元，同比下降42.35%。

值得一提的是，研发投入排名靠前的贝达药

业，2019年一季度， 公司的埃克替尼销售继续放

量，销量同比增长34.63%；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75

亿元，同比增长31.70%，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5170.17万元，同比增长20.83%。

贝达药业表示， 研发占比变化的主要原因

是随着埃克替尼进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此外，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 公司充分展示了埃克替

尼的差异化优势， 不断提升专家和患者对埃克

替尼的了解和认可， 国产创新药的品牌形象进

一步增强。

除研发费用之外， 一些公司销售费用占营

收比例下降幅度较大。 2019年一季度，易明医

药销售费用占营收的比重同比下降64.05%，同

济堂同比下降57.66%， 赛托生物同比下降

35.61%，乐心医疗同比下降30.12%，花园生物

同比下降29.51%。

易明医药表示， 销售费用较上年同期减少

主要系“两票制”政策实施后，以代理形式经营

的合作产品的业务模式及会计核算方式发生变

化所致，公司向合作生产方收取推广服务费，列

示为推广服务收入， 同时公司承担的该部分合

作产品覆盖至终端的市场推广费， 列示为推广

服务成本。

2019年一季度， 易明医药实现营业收入

1.06亿元，同比增加16.7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656.71万元，同比增长6.80%。

热景生物深耕肝病诊断领域

□本报记者 张兴旺

热景生物从2005年成立以来坚持研发创

新，深耕肝病诊断领域十余年，多项技术处于

领先水平。 热景生物董事长、实控人林长青近

日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独家专访时表示，生物

医药企业就是从实验室干出来的，热景生物要

成为一家有激情、有创造力、对社会有积极贡

献的生物医药高新技术企业。

创业坎坷

热景生物总部坐落于北京市大兴区中关村

科技园区大兴生物医药产业基地。 记者前往探

访时发现，公司办公环境整洁有序，一台台检测

设备正在运转，研发人员忙碌着手上的工作。

林长青从事体外诊断行业20年，是一位从

实验室走出来的创业者。 1997年6月，林长青从

厦门大学应用生物化学专业毕业后，留校做了

实验员。 1998年进入北京万泰生物药业有限公

司，一干就是7年。 2005年，年仅29岁的林长青

从万泰生物离职，参与创办热景生物，并成为

第二大股东。

林长青说，“我从做学生时就开始做实验，

现在每天三分之一的工作时间仍在实验室。 国

外提出实验室经济，中国也要重视实验室经济

或者研发型经济，生物医药企业就是从实验室

干起来的。 ”

作为一家研发型生物高新技术企业，创业

前几年，热景生物并无太多亮点。 2013年前，由

于研发投入较大， 热景生物一度资金周转困

难。 当时，林长青到处路演，但没想到很多风投

机构关注销售额和利润。 热景生物四处碰壁，

并没顺利拿到融资。

“作为生物医药企业，那时要楼没楼，要地没

地，就是有人。 ”林长青说，当时一家公司想以400

万元买走高尔基体蛋白项目。 热景生物甚至动过

念头卖掉该项目以维持运转，但价钱没谈拢。

创投机构达晨的出现，让热景生物看到了

转机。 惠每资本合伙人宋龙涛对中国证券报记

者称，当时他还在达晨工作，经人介绍结识热

景生物，觉得热景是一家技术驱动型企业。“林

总（林长青）是核心技术人员，比较年轻能干。

达晨投资时，热景的资金很紧缺。 ”

2013年， 达晨开始和热景生物洽谈投资，

经过一年考察，双方谈拢。 2014年，达晨成为热

景生物第一家机构投资人。 据林长青介绍，达

晨的进入对公司帮助很大。 此后，热景生物进

行了股份制改制，林长青成为第一大股东。

填补空白

招股书显示， 热景生物是一家从事研发、

生产和销售体外诊断试剂及仪器的生物高新

技术企业。 公司的主要产品为体外诊断试剂及

仪器，主要应用于肝癌肝炎、心脑血管疾病、炎

症感染等临床医学领域和生物安全、食品安全、

疾控应急等公共安全领域。

创立之初， 热景生物就深耕于肝病诊断领

域。 2017年，热景生物研发出国内第一个具有

自主知识产权的 “肝癌早诊三联检产品”

（AFP/AFP-L3%/DCP）， 可提前3到27个月

反应肝脏癌变，对肝癌的早期诊断、早期治疗，

提高肝癌患者存活率具有重要意义。此前，只有

日本Wako公司拥有同类产品。

“肝癌三联检是日本人提出来的， 日本的

产品在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应用，2005年美国

FDA批准应用。 ” 林长青说，热景生物从2006

年开始，用了12年做肝癌三联检。“但绕过别人

的专利，把这个项目做出来难度很大。 ” 直到

2018年年底，热景生物才把甲胎蛋白（AFP）、

甲胎蛋白异质体比例（AFP-L3%）、异常凝血

酶原（DCP）三个项目检测试剂以及全自动化

设备全部配齐，打破了国外企业的技术垄断。

招股书显示，热景生物的高尔基体蛋白73

（GP73） 化学发光检测产品为国内独家产品。

高尔基体蛋白73（GP73）是在国际上首次发现

并证实反映显著肝纤维化、早期肝硬化、肝癌早

期诊断的肝病进程创新指标。

目前公司已获得授权发明专利11项 （含3

项已经获得授予通知书）， 在申请发明专利14

项，获得软件著作权10项。 公司先后承担了2项

国家863计划以及3项“十二五” 、“十三五” 国

家科技重大专项。 其中，“十三五”重大专项为

牵头单位。 “上转发光技术” 获得2015年度国

家技术发明二等奖。

获得这样的成绩，与热景生物的研发投入

密不可分。 招股书显示，公司拥有较强的研发

能力，目前拥有研发人员96人，占员工总数的

18.82%。 2016年至2018年，公司研发费用分别

为1329.50万元、1563.33万元和1838.34万元，

占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10.88%、11.00%和

9.82%。

推广项目

林长青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科创板对

于工程师创业帮助很大。 若能在科创板上市，

对于公司无疑是雪中送炭。 “去年年底我们把

肝癌三联检产品配齐了，特别需要资金推广，同

时扩大产能。 ”

“公司正全力冲刺科创板。 作为最早的机

构投资者，达晨的投资回报或超过10倍。 ”热景

生物监事、达晨财智生物医药行业投资副总监

刘喜对记者表示，热景生物是行业细分领域内

颇具技术特点的研发驱动型企业，作为投资人，

达晨将长期持有、陪跑这样的标的。

招股书显示， 热景生物拟募集资金2.88亿

元。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项目为年产1200万人份

体外诊断试剂、850台配套仪器生产基地及研

发中心项目。 项目建设期为2年，预计项目建成

后3年可以满负荷生产。

“我们做原料、设备、试剂，扎扎实实做了

很多年，就这么干出来的。 ” 林长青对记者坦

言，“热景积淀了很多年，发展不是很快，规模

还不是很大。 ”

数据显示，热景生物营业收入从2016年的

1.22亿元增长到2018年的1.87亿元， 员工人数

从2016年末的327人增加到2018年末的510

人。 归母净利润从2016年的2879.95万元增加

至2018年的4814.08万元。 综合毛利率分别为

76.04%、74.08%和73.74%。

在即时检测领域， 热景生物国内行业可比

公司主要包括万孚生物、 基蛋生物、 明德生物

等。 此外，罗氏、雅培、西门子、贝克曼等国外巨

头产品线丰富，不仅有各类体外诊断试剂，还有

各类诊断仪器以及医疗技术服务。

林长青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 热景生物

要成为一家有激情、有创造力、对社会有积极贡

献的生物医药高新技术企业。 “和同行很多公

司不一样，特别是肝病进程和肝癌早诊领域，我

们结合北京的科创资源优势，做创新的项目，力

争把更多有用的项目增加到化验单上。 ” 林长

青表示， 热景生物所做的很多项目属于新增医

疗服务项目， 但新项目医疗服务在很多地区还

是空白。例如，现在全国仅十多个省（区、市）能

开展肝癌三联检项目，项目推广面临困难。

13个交易日录得12个涨停

兴齐眼药董事高管

拟减持股份

□本报记者 张兴旺 实习记者 傅苏颖

兴齐眼药4月26日晚间公告，部分董事、高级

管理人员拟合计减持不超过0.45%公司股份。 同

日， 兴齐眼药收获13个交易日里的第12个涨停，

公司股价报收64.86元/股。

公告显示，公司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

张少尧自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6个

月内以集中竞价、 大宗交易方式减持股份分别合

计不超过12万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0.15%；

公司董事、 副总经理高峨自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

15个交易日后6个月内以集中竞价、 大宗交易方

式减持股份分别合计不超过25万股，即不超过公

司总股本的0.3%。

公司称， 本次股份减持计划系张少尧和高峨

的正常减持行为， 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未来持

续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张少尧和高峨不属于公司

的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本次减持计划的实施

不会对公司控制权及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公司近日发布的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显

示， 公司目前的经营情况及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

生重大变化；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

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 也不存

在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在公司股价上涨期间， 公司分别收到国家药

监局核准签发的盐酸奥洛他定滴眼液《药品注册

批件》和溶菌酶滴眼液《药品注册批件》、《新药

证书》。

日前，公司还发布了2018年年报，报告期内，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4.31亿元，同比增长19.78%。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365.87万元，同比下

降65.37%。 对于净利润下滑，兴齐眼药表示，系公

司研发费用较上年有所增加、 销售人员薪酬及差

旅费较上年有所增加、 公司投资的兴齐眼科医院

投资亏损增加等原因所致。

同时，公司4月25日晚间发布的一季报显示，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11亿元， 同比增长24.8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06.24万元， 同比

增长141.5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