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400余家公司去年净利润增2.67%

建材、石油石化、钢铁、食品饮料等行业增幅居前

本报记者 张兴旺 欧阳春香

Wind数据显示，截至4月29日晚8点，约3400家公司披露了2018年年报，合计实现营业收入43.91万亿元，同比增长12.79%；合计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45万亿元，同比增长2.67%。

分板块看，沪深主板公司净利润略增，中小板和创业板表现不佳。 据Wind统计，中小板公司净利润同比下滑22.38%；创业板净利润大幅下滑64.81%。

行业方面，建材、石油石化、钢铁、食品饮料、商贸零售等行业公司增长明显，成为2018年度上市公司整体业绩提升的主要动力。

中小创业绩或见底

沪深主板公司2018年度业绩明显增长。 据Wind统计，沪、深主板公司2018年度营收同比增速分别为13.06%和9.87%。 中小板和创业板营收分别同比增长16.58%和15.01%，但净利润表现不佳，同比分别下滑22.38%和64.81%。

光大证券研报指出，中小创或接近业绩底。 融资环境改善，商誉减值压力减轻，2019年中小创企业有望迎来较好表现。

广发证券指出，商誉减值是创业板企业的“达尔摩斯之剑” ，2018年报季风险继续释放。 国盛证券认为，从盈利周期的角度看，创业板或在2018年年报迎来历史低点，2019年将逐季改善。

Wind数据显示，在上述约3400家公司中，1988家公司2018年度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976家公司净利润增速在30%以上，384家公司净利润同比增长100%以上。 海航投资实现营业收入2.70亿元，同比增长179.09%；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49亿元，同比增长2682.66%，位居沪深两市净利润同比增速首位。 海航投资表示，报告期公司完成了上海前滩项目公司的股权转让，实现投资收益约4.56亿元。

三特索道、沙河股份、紫天科技、山西焦化、鲁亿通等10余家公司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速均超过10倍。

大消费等行业增速领跑

从行业情况看，Wind数据显示，建材、餐饮旅游、房地产、石油石化、医药、轻工制造、计算机、电子元器件、机械等行业企业营收增速均超过15%。 净利润增速方面，建材、石油石化、钢铁、食品饮料、商贸零售等行业归母净利润增速均在15%以上。

光大证券指出，石油石化、水泥、基础化工等行业受益于产品价格提升，食品饮料行业则受益于高端白酒需求较好，通过提价和调整产品比例获得高增长。 煤炭、钢铁价格表现平稳，煤炭行业受益于钢铁开工率较高，焦煤需求旺盛。

建材行业归母净利润增速达60.03%，排名首位。 中银国际证券认为，在水泥板块的带动下，建材板块2018年整体业绩向好。 数据显示，2018年全国水泥产量21.8亿吨，同比增长3%。 国信证券指出，供给端严控，水泥市场持续高景气。

福建水泥2018年实现营业收入29.47亿元，同比增长60.6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3.37亿元，上年同期亏损1.52亿元。 福建水泥表示，核心市场供需关系改善，商品平均售价提升。 同时，运营管理、市场营销管理有所提升，商品销量增长23.33%。

石油石化行业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速为57.22%，钢铁行业归母净利润增速为29.57%。 以重庆钢铁为例，公司2018年度实现营业收入226.39亿元，同比增长71.03%；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7.88亿元，同比增长458.57%。 重庆钢铁表示，产销规模提升，钢材价格上涨。

传媒、农林牧渔、机械、通信、计算机等行业归母净利润增速下滑均超过30%。 汽车、家电板块归母净利润增速下滑均超过10%。 其中，传媒板块遭遇“滑铁卢” ，归母净利润增速下滑145%。

以奥飞娱乐为例，2018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8.40亿元，同比下降22.04%；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16.30亿元，上年同期为盈利0.90亿元。 对于业绩下滑的原因，奥飞娱乐表示，计提了资产减值约14.95亿元。

申万宏源指出，传媒板块受行业监管环境变化以及商誉减值等因素影响，2018年年报业绩表现较差。 传媒板块的业绩拐点仍需等待，主要关注行业监管政策、产品上线周期和商业模式创新对盈利的影响。

5G即将商用使得通信行业关注度提升。 申万宏源认为，2018年是通信板块行业盈利能力低点，预计2020年5G投资进入产业链业绩兑现阶段。

警惕商誉减值风险

大批公司业绩“爆雷”成为2018年年报的显著特征，亏损公司数量、亏损金额均创新高。

Wind数据显示，截至4月29日20时，361家公司年报亏损，占比达到10.59%，同比增长83.67%。 亏损总金额合计2575.7亿元，而2017年同期为亏损1025亿元。 亏损超过1亿元的公司275家；亏损超10亿元的公司80家；亏损超30亿元的公司15家。

天神娱乐有望拿下年度“亏损王” 。 公司此前披露的业绩快报显示，2018年归母净利润为亏损75.22亿元，上年同期盈利10.20亿元。

在2018年度三季报中，天神娱乐预计2018年度净利润还是正值。 1月30日，天神娱乐修正了业绩预告，预计亏损73亿元至78亿元。 公司表示，对企业合并形成的商誉进行了减值测试，预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约为49亿元；公司或其子公司以劣后级合伙人身份参与设立并购基金。 投资标的经营业绩不及预期，经初步评估测算，预计计提减值准备8.2亿元，预计承担超额损失15亿元；对联营、合营企业及其他参股公司股权投资进行了减值测试，对股权投资预计计提减值准备约为7.5亿元。

商誉减值成为2018年报众多公司亏损的重要原因。 2018年11月16日，证监会发布了《会计监管风险提示第8号———商誉减值》，明确要求企业定期或及时进行商誉减值测试，至少每年年度终进行减值测试。

2015年是并购重组的高峰年，对赌协议业绩承诺期一般为3年-4年，大量的并购承诺于2018年到期。 Wind数据显示，2018年三季度末，A股公司商誉额创下历史新高，达到1.45万亿元。

Wind数据显示，截至4月29日20时，788家公司公告了商誉减值，商誉减值合计达到1281.57亿元。 而2017年A股公司商誉减值损失只有367.04亿元。

33家公司商誉减值超过10亿元。 东方精工、掌趣科技、人福医药、联建光电、大洋电机和联创互联的商誉减值超过20亿元。

东方精工以38.9亿元的商誉减值居前。 公司表示，收购的普莱德2018年净利润亏损2.19亿元。 根据评估报告，截至2018年底，全部商誉的账面价值为41.42亿元，需计提商誉减值准备为38.48亿元。 此外，报告期内公司对收购百胜动力股权形成的商誉计提减值准备金额3824万元。

公司表示，所有原股东方对普莱德2016年-2019年共计四年的经营业绩做出了承诺。 在普莱德未达到所承诺的业绩的情况下，按照协议，普莱德原股东应按约定对东方精工进行业绩补偿。 如业绩补偿到位，一定程度上能够降低商誉减值对公司的不利影响。

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提醒，要注意上市公司商誉减值风险。 过去几年并购重组较多，存在计提商誉减值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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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创业绩或见底

沪深主板公司2018年度业绩明显增长。据

Wind统计，沪、深主板公司2018年度营收同比

增速分别为13.06%和9.87%。 中小板和创业板

营收分别同比增长16.58%和15.01%， 但净利

润表现不佳，同比分别下滑22.38%和64.81%。

光大证券研报指出， 中小创或接近业绩

底。融资环境改善，商誉减值压力减轻，2019年

中小创企业有望迎来较好表现。

广发证券指出，商誉减值是创业板企业的

“达尔摩斯之剑” ，2018年报季风险继续释放。

国盛证券认为，从盈利周期的角度看，创业板

或在2018年年报迎来历史低点，2019年将逐季

改善。

Wind数据显示，在上述约3400家公司中，

1988家公司2018年度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

976家公司净利润增速在30%以上，384家公司

净利润同比增长100%以上。 海航投资实现营

业收入2.70亿元，同比增长179.09%；实现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49亿元， 同比增长

2682.66%， 位居沪深两市净利润同比增速首

位。 海航投资表示，报告期公司完成了上海前

滩项目公司的股权转让， 实现投资收益约4.56

亿元。

三特索道、沙河股份、紫天科技、山西焦

化、鲁亿通等10余家公司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速

均超过10倍。

大消费等行业增速领跑

从行业情况看，Wind数据显示， 建材、餐

饮旅游、房地产、石油石化、医药、轻工制造、计

算机、电子元器件、机械等行业企业营收增速

均超过15%。 净利润增速方面，建材、石油石

化、钢铁、食品饮料、商贸零售等行业归母净利

润增速均在15%以上。

光大证券指出，石油石化、水泥、基础化

工等行业受益于产品价格提升， 食品饮料行

业则受益于高端白酒需求较好， 通过提价和

调整产品比例获得高增长。 煤炭、钢铁价格表

现平稳，煤炭行业受益于钢铁开工率较高，焦

煤需求旺盛。

建材行业归母净利润增速达60.03%，排名

首位。 中银国际证券认为，在水泥板块的带动

下，建材板块2018年整体业绩向好。数据显示，

2018年全国水泥产量21.8亿吨， 同比增长3%。

国信证券指出，供给端严控，水泥市场持续高

景气。

福建水泥2018年实现营业收入29.47亿

元，同比增长60.68%，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为3.37亿元，上年同期亏损1.52亿元。 福

建水泥表示，核心市场供需关系改善，商品平

均售价提升。 同时，运营管理、市场营销管理有

所提升，商品销量增长23.33%。

石油石化行业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速为

57.22%， 钢铁行业归母净利润增速为29.57%。

以重庆钢铁为例，公司2018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226.39亿元，同比增长71.03%；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 17.88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458.57%。 重庆钢铁表示，产销规模提升，钢材

价格上涨。

传媒、农林牧渔、机械、通信、计算机等行

业归母净利润增速下滑均超过30%。 汽车、家

电板块归母净利润增速下滑均超过10%。 其

中，传媒板块遭遇“滑铁卢” ，归母净利润增速

下滑145%。

以奥飞娱乐为例，2018年公司实现营业收

入28.40亿元，同比下降22.04%；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16.30亿元，上年同期为

盈利0.90亿元。对于业绩下滑的原因，奥飞娱乐

表示，计提了资产减值约14.95亿元。

申万宏源指出，传媒板块受行业监管环境

变化以及商誉减值等因素影响，2018年年报业

绩表现较差。 传媒板块的业绩拐点仍需等待，

主要关注行业监管政策、产品上线周期和商业

模式创新对盈利的影响。

5G即将商用使得通信行业关注度提升。申

万宏源认为，2018年是通信板块行业盈利能力

低点， 预计2020年5G投资进入产业链业绩兑

现阶段。

警惕商誉减值风险

大批公司业绩“爆雷” 成为2018年年报的

显著特征，亏损公司数量、亏损金额均创新高。

Wind数据显示，截至4月29日20时，361家

公司年报亏损， 占比达到10.59%， 同比增长

83.67%。 亏损总金额合计2575.7亿元，而2017

年同期为亏损1025亿元。 亏损超过1亿元的公

司275家；亏损超10亿元的公司80家；亏损超30

亿元的公司15家。

天神娱乐有望拿下年度“亏损王” 。 公司

此前披露的业绩快报显示，2018年归母净利润

为亏损75.22亿元，上年同期盈利10.20亿元。

在2018年度三季报中，天神娱乐预计2018

年度净利润还是正值。 1月30日，天神娱乐修正

了业绩预告，预计亏损73亿元至78亿元。 公司

表示， 对企业合并形成的商誉进行了减值测

试，预计计提商誉减值准备约为49亿元；公司

或其子公司以劣后级合伙人身份参与设立并

购基金。 投资标的经营业绩不及预期，经初步

评估测算，预计计提减值准备8.2亿元，预计承

担超额损失15亿元；对联营、合营企业及其他

参股公司股权投资进行了减值测试，对股权投

资预计计提减值准备约为7.5亿元。

商誉减值成为2018年年报众多公司亏损

的重要原因。 2018年11月16日，证监会发布了

《会计监管风险提示第8号———商誉减值》，明

确要求企业定期或及时进行商誉减值测试，至

少每年年度终进行减值测试。

2015年是并购重组的高峰年，对赌协议业

绩承诺期一般为3年-4年， 大量的并购承诺于

2018年到期。 Wind数据显示，2018年三季度

末，A股公司商誉额创下历史新高， 达到1.45

万亿元。

Wind数据显示，截至4月29日20时，

788家公司公告了商誉减值，商誉减值

合计达到1281.57亿元。 而2017年A

股公司商誉减值损失只有367.04

亿元。

33家公司商誉减值超过

10亿元。 东方精工、掌趣科技、人福医药、联建

光电、大洋电机和联创互联的商誉减值超过20

亿元。

东方精工以38.9亿元的商誉减值居前。 公

司表示，收购的普莱德2018年净利润亏损2.19

亿元。根据评估报告，截至2018年底，全部商誉

的账面价值为41.42亿元，需计提商誉减值准备

为38.48亿元。 此外，报告期内公司对收购百胜

动力股权形成的商誉计提减值准备金额3824

万元。

公司表示，所有原股东方对普莱德2016年

-2019年共计四年的经营业绩做出了承诺。

在普莱德未达到所承诺的业绩的情况下，

按照协议，普莱德原股东应按约定对东

方精工进行业绩补偿。 如业绩补偿到

位，一定程度上能够降低商誉减值

对公司的不利影响。

前海开源基金首席经济

学家杨德龙提醒，要注意上

市公司商誉减值风险。 过

去几年并购重组较多，

存在计提商誉减值

风险。

3400余家公司去年净利润增2.67%

建材、石油石化、钢铁、食品饮料等行业增幅居前

□本报记者 张兴旺 欧阳春香

Wind数据显示，截至4月29日晚8点，约3400家公司披露了2018年年报，合计实现营业收入43.91万亿元，同比增长12.79%；合

计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3.45万亿元，同比增长2.67%。

分板块看，沪深主板公司净利润略增，中小板和创业板表现不佳。 据Wind统计，中小板公司净利润同比下滑22.38%；创业板净

利润大幅下滑64.81%。

行业方面，建材、石油石化、钢铁、食品饮料、商贸零售等行业公司增长明显，成为2018年度上市公司整体业绩提升的主要动力。

3100家公司一季报净利润增逾三成

机械设备、券商等行业持续高景气

□本报记者 欧阳春香

截至4月29日晚，3100家上市公司发

布了2019年一季报，合计实现营业收入6.3

万亿元，同比增长28.57%；合计实现归母

净利润5571亿元，同比增长35.72%。

相对来看， 中小创企业一季度盈利增

速显著回升。行业方面，一季度净利翻倍增

长公司主要集中在机械设备、精细化工、计

算机、电子、禽养殖业、券商等行业。

中小创企业表现好

在上述3100家公司中，1859家公司今

年一季度净利润同比增长， 占比60%。 其

中，净利润增速在30%以上的公司983家，

净利增速翻倍的公司450家， 净利增速超

过10倍的公司50家。

一季度净利增速超过20%的企业主要

在于主业增长， 包括销量增加、 毛利提升

等；此外，非经常性损益、并表、出售资产等

因素对企业盈利也有影响。

开尔新材、中交地产、益生股份、民和

股份、粤电力A等公司均受益于主业增长。

开尔新材今年一季度实现营业收入1.49亿

元， 同比增长221.40%； 实现归母净利润

4344.64万元，同比增长3170.23%。 对于业

绩增长的原因， 公司表示，2018年下半年

以来，随着公司主营业务市场（如地铁、隧

道类等空间装饰）需求放量上升、节能环

保类产品应用领域拓展， 新签订单量大幅

提升。根据项目执行进展情况，部分收入期

内得以体现， 且较上年同期增量明显；同

时， 公司通过外延式拓展取得的投资收益

增加。

从板块情况看， 中小创企业一季度盈

利增速显著回升。民生证券研报认为，创业

板一季度盈利同比增长的公司占比为

65.84%， 较去年四季度提高10个百分点；

中小板一季度盈利同比增长的公司占比为

64.55%，较去年四季度提高8个百分点。

机械设备等行业高景气

从行业情况看， 一季度净利翻倍增长

的公司主要集中在机械设备、精细化工、计

算机、电子、禽养殖业、券商等行业。

招商证券策略团队认为， 一季度业绩

表现相对较好的领域包括： 市场价格攀升

带动禽养殖业盈利大幅改善， 核心原因在

于一季度行业供给紧缩的现象持续， 鸡价

延续去年四季度的上涨势头； 周期性较弱

的精细化工品和新材料领域公司业绩增长

尚可，产品毛利率得到提升；在计算机行业

中， 以大数据应用及平台建设相关的业务

增长情况较好，逐渐进入业绩释放阶段。

工程机械龙头一季报业绩靓丽，三一重

工、中联重科等龙头企业业绩均实现翻倍增

长。工程机械龙头在一季报中均提及行业需

求显著回暖，企业营收稳步增长。 受基建地

产需求拉动、设备更新需求增长、节后开工

等因素推动，挖掘机、混凝土机械、汽车起重

机等工程机械销量保持高速增长。

国金证券研报指出，1-3月挖掘机累

计销售7.48万台，同比涨幅为24.5%；3月单

月销售4.43万台，同比涨幅15.7%，单月销

量创历史新高。

券商板块一季度盈利大幅增长。 太平

洋、东吴证券、海通证券等17家公司一季

报净利润同比增幅超100%。

一季度证券市场行情回暖，沪深两市交

易活跃，多家券商经纪业务、自营业务、资管

业务收益大幅提升；科创板加速推出、并购

重组市场升温，券商投行业务明显回暖。 民

生证券研报认为，经营数据可比的39家券商

一季度母公司营收同比增长52%，净利同比

增长74%，经营状况显著好转。

农林牧渔板块两极分化显著， 禽养殖

产业链公司业绩大幅增长， 生猪养殖板块

则没有那么乐观。 温氏股份、 牧原股份、

*ST雏鹰一季度业绩均大幅下降。

而禽养殖类公司益生股份一季度归母

净利润同比增长3504%，民和股份归母净利

润同比增长2568%。 益生股份称，近年来祖

代白羽肉鸡引种持续不足，一季度行业供给

紧缩依旧持续。 公司主营产品父母代肉种鸡

雏鸡及商品代肉雏鸡价格较去年同期大幅

上涨。 民和股份表示，主营产品商品代鸡苗

销售价格较去年同期较大幅度上涨。

部分公司连续高增长

部分公司业绩连续高增长。 在一季报

净利预增翻倍的公司中，109家公司去年

净利润增幅超过100%。

赣能股份一季度归母净利润8488.66

万元，同比增长275%；2018年归母净利润

为1.88亿元，同比增长1045.91%。

公司表示，2018年超额完成了董事会

下达的安全生产和经营目标， 丰电二期发

电量创历史最好纪录。 今年一季度营业收

入和净利润增长主要因为本期售电量增

加，燃煤单位成本降低。

杰瑞股份今年一季度归母净利润为

1.10亿元，同比增长224.56%；2018年公司

归母净利 润为 6.15 亿元 ， 同比增长

807.57%。公司称，2018年WTI原油期货价

格均价64.90美元/桶， 同比上涨27.6%，带

动油气行业整体回暖。 尤其是国内勘探开

发力度加大，页岩气开发提速，钻完井设备

特别是压裂系列设备需求大幅增长， 设备

供不应求。 公司钻完井设备订单同比大幅

增长。 而今年一季度大幅增长也是油田服

务市场持续回暖，订单增加所致。

2119家公司研发支出增逾两成

□本报记者 郭新志 实习记者 傅苏颖

上市公司研发投入情况成为关注热点。 Wind数据显

示，截至4月29日晚8点，可比数据的2119家上市公司2018

年研发支出合计5513.5亿元， 较2017年的4485.2亿元增长

22.93%。

96家公司研发支出占比超15%

在上述2119家公司中，17家公司2018年研发支出超过

50亿元。其中，中国石油、上汽集团、中国建筑等8家公司研发

支出超过100亿元。 中国石油的研发支出高达210.45亿元。

从研发支出占营收比例看，96家公司的研发支出占比

超过15%。其中，浪潮软件、冰川网络、信雅达等12家公司的

研发支出占比超过30%。 维宏股份、同花顺、能科股份等37

家公司研发支出占比超过20%。

不少公司逐年加大研发支出。 2016年-2018年，中国石

油研发支出分别为175.65亿元、186.01亿元和210.45亿元；

中国建筑研发支出分别为105.92亿元、123.85亿元和159.11

亿元； 中国中铁研发支出分别为104.19亿元、120.2亿元和

134.66亿元。

大规模研发投入会降低当期利润，但从长远看有利于提

升竞争力。 以比亚迪为例，公司重视新产品和新技术的开发

和创新工作， 将新产品研发作为保持核心竞争力的重要保

证。 比亚迪2018年研发支出85.36亿元，同比增长36%，直接

推升营业总成本。 2018年，公司营收同比增长22.79%，但归

母净利润下降31.63%。

中邮证券董事总经理、 首席研究官尚震宇对中国证券

报记者表示， 上市公司加大研发投入是行业竞争与分化的

外在体现。 研发投入的增加，将带来资本的深化，面向蓝海

市场走精益求精的差异化道路。新模式、新技术、新工艺、新

材料，引领行业生态圈纵深重构。

四行业研发支出慷慨

上市公司研发支出呈现出较为明显的行业特征。 研发

支出排名靠前的上市公司中，汽车行业的比重较大。 其中，

上汽集团、比亚迪、潍柴动力、广汽集团、长城汽车、均胜电

子和长安汽车等公司研发支出费用超过38亿元。 华域汽车

2018年研发支出51.33亿元，同比增长103%。 年报显示，公

司已将研发能力的提升作为核心工作， 汽车内饰、 汽车照

明、轻量化铸铝、油箱系统等业务具备较强自主研发能力。

电子、计算机、通信行业等高新技术产业研发支出处于前

列。 工业富联、京东方A、TCL集团、海康威视、立讯精密、大华

股份等公司研发支出均超过20亿元。年报显示，工业富联2018

年研发费用为89.99亿元，同比增长13.43%，主要系研发项目

增加，特别是在智能制造和工业互联网领域研发投入大。

华融证券医药行业分析师张科然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

示，从2018年已经公布的年报研发费用支出情况看，恒瑞医

药、复星医药和迈瑞医疗位于生物医药行业前三位，研发支

出分别为26.7亿元、25.07亿元和14.2亿元。 生物医药公司研

发支出增长是趋势，越来越多的企业加入创新队伍，打造具

有高识别的创新基因。

计算机行业企业研发支出占营收比例较高。 在研发占

比排名前100位的上市公司中，计算机公司占比44%。 以三

六零为例，2018年公司研发支出25.46亿元， 研发支出占比

19.39%。公司以技术研发为核心，以技术创新作为整体业务

持续发展的动力。 截至2018年末，公司专利申请总量超1.2

万件，授权专利总量近4200件。

尚震宇表示，研发支出增加显示出行业竞争优化，是经

济结构转型的内在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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