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65家公司预计上半年净利润增长

主业回暖、资产重组以及非经常性损益等是主因

本报记者 张玉洁

Wind数据显示，截至7月22日，1699家上市公司发布了上半年业绩预告，63家公司发布了业绩快报。 从目前情况看，965家企业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有望增长，上市公司预喜企业比例较上年同期有所降低，部分行业公司普遍业绩增速下滑。 禽产业链、通信行业、金融行业公司整体成长性良好。

268家公司净利有望翻倍

在上述1699家公司中，除43家企业业绩不确定外，923家企业预喜（包括续盈），预喜比例为54.3%。 在63家公布业绩快报的公司中，44家企业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同比增长。

从目前披露的信息看，921家企业上半年有望实现净利同比增长，554家企业净利同比增速在30%以上，443家企业净利同比增速在50%以上，268家企业净利同比有望翻倍。

中信国安、开尔新材、朗新科技等25家公司净利润同比增速在10倍以上。 主业回暖、资产重组、非经常性损益以及变更会计政策是业绩大增的主要原因。

中信国安预计上半年扭亏，实现净利润1.1亿元-1.4亿元。 公司表示，上半年业绩增速较高主要由于非经常性损益。 公司出售了江苏有线的部分股票，子公司转让了天津国安盟固利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权，产生了投资收益。 不过，中信国安母公司目前仍陷入偿债危机，债务危机能否缓解值得关注。

开尔新材预计上半年实现净利润6000万元-6500万元，同比大增8559.26%-9280.86%。 公司表示，2018年下半年以来主营业务持续呈现较快增长态势，加之此前外延式拓展投资效益逐步体现。

受响水3·21爆炸事故影响的联化科技交出了一份较好的答卷。 公司预计上半年实现净利润2.37亿元-254亿元，同比增长4100%-4400%。 公司表示，部分自产自销产品价格大幅上涨。 子公司江苏联化科技有限公司和联化科技（盐城）有限公司受响水3·21爆炸事故影响停产，二季度销售主要依赖存货支撑。 公司指出，事故相关经营利润损失为保险公司理赔的覆盖范围，相应的保险核损理赔正在评估和办理，尚未计提和确认。

今年1月1日起实施新的会计准则，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或“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 受此影响，麦达数字、江南化工、江苏国信等公司业绩同比大幅度增长。 业内人士指出，这种处理方式或使部分企业业绩大幅增长，投资者应关注这些企业业绩增长的真实“成色” 。

行业方面，禽产业链、通信行业、油服行业以及金融行业保持了较高景气度。 其中，禽产业链上市公司上半年大面积业绩预喜，且不少公司净利爆发式增长。 民和股份预计上半年实现净利润8亿元-9.6亿元，同比增长4244.40%-5113.28%；仙坛股份和圣农发展预计上半年分别实现净利润3.8亿元-4.2亿元和13.5亿元-15亿元，同比增速分别为327.65%-372.67%和303%-348%。 值得注意的是，不少券商经纪和自营收入同比大增，带动净利润同比大幅增长。 业绩快报显示，国元证券、海通证券、东方证券以及申万宏源上半年净利润增速都在50%以上。

部分行业增速放缓

上半年，受原材料价格上涨、需求下滑等因素影响，钢铁、汽车产业链表现黯淡，增速同比大幅下滑。

2019年以来，铁矿石现货价累计上涨超过40%，Mysteel铁矿石价格指数累计上涨超过30%，当前矿价创近四年以来新高。 市场认为，铁矿石价格飙涨有多方面原因，供应端，巴西淡水河谷矿山事故以及澳大利亚飓风等事件影响了铁矿石供应。 今年以来，地产投资增长和限产强度下降导致高炉产能释放是铁矿石需求增长的主要原因。 中泰证券预计，今年国内生铁产量增长6千万吨左右，对应铁矿石需求增量近1亿吨。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副会长屈秀丽近日指出，进口铁矿石价格由去年每吨60美元一度上涨到超过110美元，给钢铁企业生产经营和降本增效带来较大压力。

目前，马钢股份、沙钢股份等7家钢铁公司公布了上半年业绩预告，均预计同比下滑，部分企业下滑幅度较大。 铁矿石、焦炭等原材料价格大涨而同期钢价低迷，成为企业业绩下滑的主要原因。 鞍钢股份预计上半年实现净利润14.5亿元，同比下滑7.3%左右。 安阳钢铁预计上半年实现净利润约2.2亿元-2.8亿元，同比下降超过7成。 整体看，主营高端特种产品的钢铁上市公司业绩仍有保障。 久利特材预计上半年实现净利润1.99亿元-2.12亿元，同比增长50%-60%。 公司专注于不锈钢管中高端市场。 受下游油气等行业投资持续回暖影响，销售收入稳步增长，经营业绩持续向好。 此外，钢构行业受上

半年房地产投资同比增长和稳基建政策提振，加之线材价格下降等多重利好，东南网架、精工钢构等企业业绩同比大幅增长。

补贴退坡直接影响到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企业间业绩出现两极分化。 电池方面，碳酸锂上半年价格继续下跌。 受此影响，江特电机预计上半年净利润同比下降80%-90%。 受债务危机影响，坚瑞沃能预计上半年亏损超过17亿元。 不过，强势企业业绩仍有保障。 宁德时代预计上半年实现净利润20.04亿元-22.78亿元，同比增长120%-150%。 比亚迪预计上半年净利润同比增长202.65%-244.40%。 前述两家公司业绩大幅增长原因接近，行业龙头抗风险能力更强，同时产能释放后销售增长导致净利高增长。

整车制造行业整体表现不佳。 汽车市场进入存量博弈时代，品牌和定位方面不占优势的国内整车制造企业面临较大压力。 长安汽车预计上半年亏损19亿元-26亿元。 一汽双雄均表现不佳，一汽夏利预计上半年亏损超过5亿元，一汽轿车预计净利润仅为900万元-1300万元，同比下降超过8成。

多因素致业绩“变脸”

23家企业业绩出现“变脸” ，业绩较此前预计出现大幅下降；有些企业则业绩出现明显好转，导致上修业绩预告。

*ST中科出现业绩“爆雷” 。 公司预计上半年亏损8650万元-1.07亿元，主要由于本期商业保理业务应收账款计提坏账准备增幅较大，影响当期净利润约1.3亿元。 公司深圳孙公司中科创商业保理于2018年12月26日被查封，由此计提相关损失。

昔日明星股新安股份和三聚环保业绩下滑明显。 其中，新安股份上半年有机硅业绩表现不佳，导致上半年业绩同比大幅下滑。 而仍处在“纾困”之中的三聚环保主营业务不佳，业绩下滑在预料之中。

值得注意的是，御家汇等去年上市的次新股出现业绩“变脸” 。

云海金属、海联讯、上海钢联等企业修正业绩预告是由于业绩大幅改善。 云海金属预计上半年实现净利润2.6亿元-2.8亿元，同比增长78.86%-92.62%。 业绩大幅增长主要是产品成本较上年同期下降所致，且报告期内镁价上涨，原镁利润增加。 此外，公司部分拆迁补偿款计入资产处置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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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500强跃至第138位

中国恒大内生式增长与外延式扩张并进

□

本报记者 万宇

被誉为衡量企业综合实力的最新一

期《财富》世界500强公布，中国恒大

2018年以704.8亿美元的营收再次上

榜，位列第138位，三年上升358位成为

世界500强排名上升最快的企业之一。

这背后是恒大内生式增长与外延式扩张

双轮驱动的发展逻辑。

连年跨步诠释内生式增长

在世界500强榜单上， 中国民营企

业不断增多。 世界500强榜单见证了中

国经济高速发展及民营企业的崛起。

四年前恒大首次入榜， 位列第496

位，2017年上升至第338位，2018年则攀

至第230位，2019年再越高峰， 升至第

138位，实现了“四年四连跳” 。 这很好

地诠释了恒大的“内生式增长” ，自身业

绩不断提高成为了排名不断上升的直接

原因。 尤其是自2017年开始，恒大实施

“规模+效益型” 的发展模式，高质量发

展成为恒大业绩在高基数情况下继续大

幅攀升的催化剂。

在 “规模+效益” 的发展模式下，

2018年恒大实现净利润722.1亿元，同比

增长106.4%，成为名副其实的“利润之

王” 。 在此次公布的世界500强榜单中，

若以利润排名，恒大位列第107位。

新能源汽车成新增长极

在世界500强企业中， 多元化企业

占大多数。 纵观美国通用、韩国三星、

德国西门子等老牌世界500强企业，无

一不采用多元化发展战略， 推动整体

高速增长，巩固领先地位。 恒大也不例

外，9年前就开始积极探索多元化发展。

目前， 恒大已形成以民生地产为基

础，文化旅游、健康养生为两翼，新能源

汽车产业为龙头的产业格局， 完成了多

元化产业布局。尤其是新能源汽车，成为

多元化布局的重中之重。

对于为什么选择这一赛道的原因，

中国恒大董事局主席许家印表示，恒大

在产业选择方面， 一定是非常大的产

业，除了文旅、健康等产业，汽车产业是

几万亿元规模， 与恒大规模体量相匹

配。 且公司提出了“3-5年成为世界规

模最大、实力最强的新能源汽车集团”

的目标。

从今年年初开始， 恒大通过外延式

扩张模式，快速进入新能源汽车行业，占

据行业制高点： 拿下整车研发制造、电

池、电机电控等多项世界顶尖技术，搭建

全产业链； 拓展广州、 沈阳生产研发基

地，巩固量产优势；如今，国能93车型量

产下线， 标志着恒大具备了成熟的整车

制造能力。“恒大造” 的全新车型预计明

年面世。

从内生式增长到外延式扩张，恒

大不断巩固主业的发展基础， 同时找

到新的增长极。 未来随着各项产业发

展，恒大的世界500强排名有望继续大

步跃升。

世界500强跃升至第301位

雪松控股全球化布局助推增长

□

本报记者 万宇

北京时间7月22日，美国《财富》杂

志发布2019年世界500强名单， 雪松控

股以406亿美元 （约合2688亿元人民

币）营收位列第301位，排名比2018年

大幅跃升60位。 这是广州民营企业雪松

控股连续第二年上榜世界500强。

《财富》 世界500强排行榜是衡量

全球大型公司发展水平的最著名、 最权

威的榜单，是反映世界知名企业实力、规

模和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指标。 从此次入

选世界500强的中国企业产业布局情况

看， 开放合作是增强国际经贸活力的重

要动力。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深入推进，越

来越多的包括雪松控股在内的优秀企业

顺应发展潮流积极“走出去” ，在国际竞

争中不断发展壮大， 成长为世界500强

企业。

自2018年首次上榜世界500强以

来，雪松控股聚焦核心主业，积极推进

全球化布局，产业发展保持稳健精进的

势头。 过去一年，雪松控股在实业领域

继续发力，核心主业大宗商品产业“走

出去” 步伐不断加快，在全球范围内拓

展上下游产业链，在全球范围内拥有丰

富的金、铜、铁、煤等矿产资源，业务遍

布亚洲、欧洲和非洲等地区，分支机构

覆盖10多个国家和地区；雪松旗下化工

新材料核心企业齐翔腾达，与世界顶尖

化工企业积极展开技术合作，企业规模

和竞争力不断提升。 在2019年《财富》

中国500强排行榜上跃升至第302位；雪

松旅游文化产业在国内多地布局文旅

小镇项目，品牌影响力不断提升；雪松

智慧城市服务产业在全国的服务面积

接近9亿平方米。

聚焦核心主业的同时， 雪松控股坚

持“以实业为根本、以金融守实业”的发

展理念，积极利用旗下雪松国际信托、大

连金融资产交易所的金融资源， 创新特

色金融，服务实业发展。

作为广州本土成长起来的世界500

强民营企业， 广州优质的营商环境和特

有的区位优势， 为雪松控股快速成长提

供了发展土壤。目前，雪松控股位于广州

黄埔区的全国综合型总部大楼即将完

工， 第二总部也已动工。 雪松在扎根广

州、拓展全球的发展思路下，将跟随广州

迈向国际大都市的步伐， 积极开拓大宗

商品全球产业布局， 成就 “中国嘉能

可” ，打造全球顶尖综合性产业集团。

新集能源

拟出售28套房产回笼资金

□

本报记者 胡雨

新集能源7月22日晚间公

告，拟出售安徽省淮南市半山家

园二期商业楼28套房产，合计挂

牌价格（含增值税）为8621.57万

元。 新集能源表示，此次卖房意

在盘活闲置资产并回笼资金。 业

绩方面，新集能源2019年上半年

净利润同比小幅下滑。

回笼现金

根据公告，此次公司计划采

取公开挂牌方式出售所持有的

28套房产， 评估值为7404.98万

元。 按市场调研价格7909.7万元

加计交易税金为挂牌价，预计交

易增值税税金为711.87万元，合

计挂牌价（含增值税）为8621.57

万元。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

易 ， 也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事项。

新集能源表示，目前交易对

方尚未确定， 公司将在受让方

确定后签署产权转让协议。截至

本公告日，本次交易暂无合同或

履约安排。本次出售闲置房产事

项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

情况。 本次交易完成后，不会对

公司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本次

交易有利于盘活公司闲置资

产，有效回笼资金，提高资金使

用效率， 符合公司的长远发展

目标。

今年以来， 不乏A股公司出

售旗下地产资产，其原因不尽相

同。 从新集能源的财务数据看，

公司2019年半年度业绩快报显

示，截至2018年6月30日，公司总

资产合计297.4亿元。 其中，负债

合计236.36亿元， 资产负债率为

79.47%，尽管较2018年底有所下

降，但在行业中仍处高位。

截至2018年12月31日，新集

能源总资产292.5亿元。 其中，负

债合计239.44亿元， 资产负债率

达81.86%。 公司在年报中指出了

面临的风险：由于前几年煤炭市

场低迷及公司前期基建项目投资

较大等原因，截至2018年底公司

资产负债率仍然偏高，还本付息

压力较大。 近年来，公司全力推

进结构转型升级，盈利能力逐渐

恢复，资产负债率持续下降。

业绩下滑

新集能源主营业务是煤炭开

采、洗选和火力发电，对外输出以

动力煤为主的商品煤和电力。

2019年上半年，新集能源商品煤

产销量较上年同期均有所增长，

但发电量同比下滑；公司净利润

较上年同期小幅下滑。

2019年半年度业绩快报显

示，报告期内，新集能源实现营

业收入46.02亿元， 同比增长

0.88%； 实现营业利润11.02亿

元，同比下滑11.66%；实现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7.39

亿元，同比下滑3.39%。 2019年

上半年，公司生产原煤947.43万

吨，商品煤806.62万吨，销售商

品煤799.65万吨，较去年同期分

别增长3.86%、2.58%、3.23%；累

计发电50.71亿度 ， 上网电量

48.18亿度， 较去年同期分别下

滑6.99%、7.04%。

对于净利润下滑的原因，新

集能源表示，今年上半年商品煤

售价同比有所下降，同时受上年

同期转回坏账准备影响。 公司此

前在2018年年报中指出，2018年

12月下旬以来，全国煤炭市场价

格略有下行。 对于2019年，煤炭

市场仍将保持总体稳定，煤电项

目建设充满很多发展机遇。 公司

地处经济发达的华东地区中部，

煤炭销售、电力销售市场集中，在

煤炭资源、地域区位、煤电煤气项

目上均具有一定优势。 2019年，

预计公司商品煤产量为1560万

吨，发电量101亿千瓦时，利润总

额保持增长，资产负债率将继续

稳步下降。

荣怀教育向海亮股份等机构

索赔1000万元

□

本报记者 吴科任

近日， 浙江荣怀教育集团有

限公司（简称“荣怀教育” ）、诸

暨荣怀学校正式提起诉讼请求，

要求判令海亮教育管理集团有限

公司、 浙江海亮股份有限公司等

十名被告立即停止共同侵犯两原

告名誉权的行为， 公开赔礼道歉

并赔偿经济损失1000万元。 此

前， 荣怀学校已经起诉海亮高级

中学、海亮集团有限公司，要求其

立即停止侵害注册商标权的行

为，立即停止不正当竞争行为，并

赔偿经济损失3021万元。

荣怀教育称， 今年5月23日

至今，十名被告共同通过官网发

布 《海亮教育管理集团严正声

明》， 共同通过微信公众号对外

发布《海亮教育对荣怀教育提起

侵权诉讼》微信文章。 上述文章

中使用大量贬损性、 污蔑性、攻

击性语言。 荣怀教育认为，十名

被告擅自做出侵权判断，超越了

客观描述的界限、正当介绍的尺

度，并多处采用确切语气指责两

原告侵权，使得荣怀教育集团和

荣怀学校在公众中的评价降低，

侵犯了荣怀教育集团和荣怀学

校名誉。

拟定增募集7亿元

飞荣达加码5G产业

□

本报记者 吴科任

飞荣达7月22日晚公告，拟

定增募资不超过7亿元， 扣除发

行费用后将用于5G通信器件产

业化项目和补充流动资金， 拟分

别投入资金5亿元、2亿元。

公告显示， 为把握5G技术

应用所带来的良好市场机遇，飞

荣达基于自身在材料研发及加

工技术上的储备， 逐步布局5G

通信产业， 先后开发出5G天线

振子、天线罩、高性能结构件等

系列产品。

近年来， 随着大数据、 云计

算、 物联网以及人工智能等应用

市场的快速发展， 对移动数据传

输的需求呈现爆发式增长。 在此

背景下，以5G为代表的新一代通

信技术取得极大发展， 并逐渐走

向商业应用。

飞荣达表示， 公司现有的产

能和生产线已无法满足布局5G

通 信 产 业 的 需 要 ， 拟 投 资

61883.91万元，实施5G通信器件

产业化项目。 计划通过建设生产

厂房、 研发办公楼及相关配套设

置，并购置注塑机、精密冲床、涂

布机组、圆刀机等先进设备，开展

5G通信器件产品的研发和生产

工作。项目建成后，将主要用于生

产新一代天线振子、 天线罩及适

用于交换机、服务器、路由器的各

类结构件。

对于5G通信高速发展带来

的数据流量和用户对带宽的需

求，现有4G蜂窝网络的多天线技

术很难满足， 需要通过基于大规

模天线 （Massive� MIMO）的

多阵列天线和波束赋形等技术，

提升频谱效率， 提升网络容量并

增强网络覆盖。 5G通信在对基站

天线投资需求大幅提升的同时，

对天线设备提出了更高要求。 飞

荣达表示， 本次募投项目拟投产

的5G天线振子及天线罩等产品

属于天线设备的关键组件。

公告显示，飞荣达与华为、中

兴、联想、诺基亚、思科、微软等企

业建立了长期稳定的良好合作关

系。基于这些优质客户的资源，有

利于公司与下游领先的客户共同

进行技术攻关、批量供货，把握市

场节奏， 不断增强研发、 制造能

力；同时，优质的客户资源为本募

投项目新增产能的消化奠定了良

好的基础。本项目拟投产的5G通

信电子器件主要面向下游的通信

设备制造企业， 与公司现有主要

客户群体一致， 属于通信产业发

展5G技术所需的各类电子器件。

公司可沿袭原有的市场路径和客

户平台，节约市场开拓成本，在满

足客户业务发展需求的同时，有

效消化项目新增产能。

对于拟使用募集的2亿元作

为补充流动资金的原因， 飞荣达

表示， 随着业务规模不断扩大和

产业布局的逐步推进， 公司日常

生产营运资金需求不断增加，仅

依赖滚存收益及外部信贷难以满

足公司的资金需求。

□

本报记者 张玉洁

268家公司净利有望翻倍

在上述1699家公司中， 除43家企业

业绩不确定外，923家企业预喜 （包括续

盈），预喜比例为54.3%。在63家公布业绩

快报的公司中，44家企业上半年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同比增长。

从目前披露的信息看，921家企业上

半年有望实现净利同比增长，554家企业

净利同比增速在30%以上，443家企业净

利同比增速在50%以上，268家企业净利

同比有望翻倍。

中信国安、开尔新材、朗新科技等25

家公司净利润同比增速在10倍以上。 主

业回暖、资产重组、非经常性损益以及变

更会计政策是业绩大增的主要原因。

中信国安预计上半年扭亏，实现净利

润1.1亿元-1.4亿元。 公司表示，上半年业

绩增速较高主要由于非经常性损益。公司

出售了江苏有线的部分股票，子公司转让

了天津国安盟固利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股权，产生了投资收益。不过，中信国

安母公司目前仍陷入偿债危机，债务危机

能否缓解值得关注。

开尔新材预计上半年实现净利润

6000万元-6500万元，同比大增8559.26%

-9280.86%。 公司表示，2018年下半年以

来主营业务持续呈现较快增长态势，加之

此前外延式拓展投资效益逐步体现。

受响水3·21爆炸事故影响的联化科

技交出了一份较好的答卷。公司预计上半

年实现净利润2.37亿元-2.54亿元， 同比

增长4100%-4400%。 公司表示，部分自

产自销产品价格大幅上涨。子公司江苏联

化科技有限公司和联化科技（盐城）有限

公司受响水3·21爆炸事故影响停产，二

季度销售主要依赖存货支撑。 公司指出，

事故相关经营利润损失为保险公司理赔

的覆盖范围，相应的保险核损理赔正在评

估和办理，尚未计提和确认。

今年1月1日起实施新的会计准则，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分类为 “以公允价值

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

资产” 或“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

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 受此影响，麦

达数字、江南化工、江苏国信等公司业绩

同比大幅度增长。 业内人士指出，这种处

理方式或使部分企业业绩大幅增长，投

资者应关注这些企业业绩增长的真实

“成色” 。

行业方面，禽产业链、通信行业、油服

行业以及金融行业保持了较高景气度。其

中，禽产业链上市公司上半年大面积业绩

预喜，且不少公司净利爆发式增长。 民和

股份预计上半年实现净利润8亿元-9.6亿

元，同比增长4244.40%-5113.28%；仙坛

股份和圣农发展预计上半年分别实现净

利润3.8亿元-4.2亿元和13.5亿元-15亿

元， 同比增速分别为327.65%-372.67%

和303%-348%。 值得注意的是，不少券

商经纪和自营收入同比大增，带动净利润

同比大幅增长。业绩快报显示，国元证券、

海通证券、东方证券以及申万宏源上半年

净利润增速都在50%以上。

部分行业增速放缓

上半年，受原材料价格上涨、需求下

滑等因素影响，钢铁、汽车产业链表现黯

淡，增速同比大幅下滑。

2019年以来，铁矿石现货价累计上涨

超过40%，Mysteel铁矿石价格指数累计

上涨超过30%，当前矿价创近四年以来新

高。 市场认为，铁矿石价格飙涨有多方面

原因，供应端，巴西淡水河谷矿山事故以

及澳大利亚飓风等事件影响了铁矿石供

应。 今年以来，地产投资增长和限产强度

下降导致高炉产能释放是铁矿石需求增

长的主要原因。 中泰证券预计，今年国内

生铁产量增长6千万吨左右， 对应铁矿石

需求增量近1亿吨。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副

会长屈秀丽近日指出，进口铁矿石价格由

去年每吨60美元一度上涨到超过110美

元，给钢铁企业生产经营和降本增效带来

较大压力。

目前，马钢股份、沙钢股份等7家钢铁

公司公布了上半年业绩预告，均预计同比

下滑，部分企业下滑幅度较大。铁矿石、焦

炭等原材料价格大涨而同期钢价低迷，成

为企业业绩下滑的主要原因。鞍钢股份预

计上半年实现净利润14.5亿元，同比下滑

67.3%左右。 安阳钢铁预计上半年实现净

利润约2.2亿元-2.8亿元，同比下降超过7

成。 整体看，主营高端特种产品的钢铁上

市公司业绩仍有保障。久立特材预计上半

年实现净利润1.99亿元-2.12亿元， 同比

增长50%-60%。 公司专注于不锈钢管中

高端市场。受下游油气等行业投资持续回

暖影响，销售收入稳步增长，经营业绩持

续向好。 此外，钢构行业受上半年房地产

投资同比增长和稳基建政策提振，加之线

材价格下降等多重利好，东南网架、精工

钢构等企业业绩同比大幅增长。

补贴退坡直接影响到新能源汽车产

业链，企业间业绩出现两极分化。 电池方

面，碳酸锂上半年价格继续下跌。 受此影

响，江特电机预计上半年净利润同比下降

80%-90%。受债务危机影响，坚瑞沃能预

计上半年亏损超过17亿元。 不过，强势企

业业绩仍有保障。宁德时代预计上半年实

现净利润20.04亿元-22.78亿元， 同比增

长120%-150%。 比亚迪预计上半年净利

润同比增长202.65%-244.40%。 前述两

家公司业绩大幅增长原因接近，行业龙头

抗风险能力更强，同时产能释放后销售增

长导致净利高增长。

整车制造行业整体表现不佳。汽车市

场进入存量博弈时代，品牌和定位方面不

占优势的国内整车制造企业面临较大压

力。长安汽车预计上半年亏损19亿元-26

亿元。 一汽双雄均表现不佳，一汽夏利预

计上半年亏损超过5亿元， 一汽轿车预计

净利润仅为900万元-1300万元， 同比下

降超过8成。

多因素致业绩“变脸”

23家企业业绩出现“变脸” ，业绩较

此前预计出现大幅下降；有些企业则业绩

出现明显好转，导致上修业绩预告。

*ST中科出现业绩“爆雷” 。 公司预

计上半年亏损8650万元-1.07亿元，主要

由于本期商业保理业务应收账款计提坏

账准备增幅较大， 影响当期净利润约1.3

亿元。公司深圳孙公司中科创商业保理于

2018年12月26日被查封， 由此计提相关

损失。

昔日明星股新安股份和三聚环保业

绩下滑明显。 其中，新安股份上半年有机

硅业绩表现不佳，导致上半年业绩同比大

幅下滑。 而仍处在“纾困” 之中的三聚环

保主营业务不佳，业绩下滑在预料之中。

值得注意的是，御家汇等去年上市的

次新股出现业绩“变脸” 。

云海金属、海联讯、上海钢联等企业

修正业绩预告是由于业绩大幅改善。云海

金属预计上半年实现净利润2.6亿元-2.8

亿元，同比增长78.86%-92.62%。 业绩大

幅增长主要是产品成本较上年同期下降

所致，且报告期内镁价上涨，原镁利润增

加。 此外，公司部分拆迁补偿款计入资产

处置收益。

965家公司预计上半年净利润增长

主业回暖、资产重组以及非经常性损益等是主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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