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逾2000家公司上半年净利润增长

通信、禽产业链、非银金融和军工领域抢眼

本报记者 张玉洁

截至8月30日晚记者发稿时，Wind数据显示，3668家交出上半年“成绩单”的上市公司合计实现营业收入22.82万亿元 ，同比增

长11%；净利润合计为1.91万亿元，同比增长8%。 营收增速略低于2018年上半年数据，略高于2019年一季度营收增速。 其中，2017家

公司净利润同比增长，占比达55%。

行业方面，通信、禽产业链、非银金融和国防军工相关公司业绩大幅改善；医药生物、食品饮料行业增速放缓；部分前期显著受

益于供给侧改革的行业，如建材、采掘等由于去年的高基数和部分红利逐步减退，增速明显下滑；钢铁、有色、汽车、化工等行业由

于基本面不佳，业绩下滑幅度居前。

此外，430家公司发布三季度业绩预告，超过4成公司预喜。 高成长公司多集中于通信、禽产业链、医药、食品饮料、计算机等行

业。

多行业重回高速增长

在28个申万一级行业中，18个行业上半年净利同比增长，较2018年年报改善明显。 业绩增长主要集中在禽产业链、医药、食品

饮料、计算机、通信电子和非银金融，既有周期性行业也有新兴产业。

通信行业上半年净利增速达348.34%，而2018年这一数字为-66.55%。龙头中兴通讯业绩反转，5G硬件投资业绩逐步兑现。上半

年，中兴通讯实现净利润14.71亿元，同比增长118.8%。 公司去年净亏损78.24亿元。

国盛证券认为，随着5G的推进，数据中心扩容成为必然；5G商用牌照提前发放，终端和应用侧加速推进。 5G建网逐步展开，硬

件系统侧投资逐步开展。

猪肉供需缺口导致禽类消费替代，白羽鸡相关公司上半年业绩弹性明显，带动养殖板块强势反转。 农林牧渔行业上半年净利

润同比增速达80.05%。 2019年上半年，肉鸡苗均价7.4元/羽，约为去年同期的3倍；白羽肉鸡均价达9.6元 /公斤，同比增长24.2%。 圣农

发展、民和股份、益生股份均实现利润倍数级增长。 东吴证券分析师认为，从全年情况看，扣除进口肉增量弥补仍有近900万吨的

猪肉供需缺口，预计将近三分之一转移至禽肉替代消费，禽产业链量价齐升的景气周期有望持续。

非银金融行业上半年爆发式增长，净利同比增速超过7成，净利润规模达2378.64亿元，仅次于银行业。 上半年，保险和券商业

绩齐齐爆发。受保险行业税收新政和投资收益提高带来的利好，保险公司普遍业绩暴增。 上半年，上市券商佣金收入、自营收入和

投资收益均大幅提升。 多只券商股上半年净利润出现翻倍。

部分行业重回高增长轨道。 国防军工行业上半年净利增速达42.68%。 其中，军改落地后，大批补偿性订单兑现，相关上市公司

业绩大幅回暖。东兴证券预计，“十三五”后期装备费更多地落实到武器装备的采购和升级方面，军工企业特别是主机厂能够充分

享受到装备费占比提升和重心向采购转移所带来的利好。 基本面向好得到充分证实。

大消费领域显著分化。医药、食品饮料等行业仍然保持增长，但增速有所下滑。 汽车行业大面积业绩下滑，传统汽车销量大幅

下滑。 上半年，汽车行业净利润下降幅度超过3成。 传媒行业因龙头企业业绩大幅下降，上半年净利润增速垫底。

钢铁行业表现不佳。 上半年，受限产不及预期以及南方多地持续多雨导致开工量不足影响，钢铁尤其是建材价格下跌。 而铁

矿石价格上半年涨幅超过4成。 受此影响，板块净利润下滑幅度达到39%，在28个申万一级行业中业绩增速排名靠后，仅次于传媒。

龙头企业市场份额提升

一些行业进入存量市场博弈阶段，叠加供给侧改革和去杠杆的金融政策，企业业绩出现分化，龙头企业所占据的市场份额提

升，对于整个板块业绩影响越来越大。 随着行业集中度提升，龙头企业价值进一步凸显。

房地产行业营收增速居前。 其中，绿地控股和万科上半年均实现约30%的营收增长。 两家企业占上市房企当期营收总和近4

成，带动行业整体营收增速居前。 中国恒大总裁夏海钧在业绩发布会上表示，预计未来国内房地产行业市场年销售规模在15万亿

左右波动，行业集中度将持续上升。 预计五年以后，中国前十的地产商市场份额占比可达40%。 其中，前三位企业约占约20%。

对于食品饮料行业，贵州茅台属于“扛鼎者” 。 公司上半年实现净利润199亿元，占行业净利总和超过30%。

民生证券认为，龙头企业优势突出，具有更强的抗风险能力。 考虑到市场集中度逐步提升，供给侧改革持续推进，龙头优势有

望进一步凸显。

龙头企业的优势逐步体现到相关公司股价上。8月30日，医药行业龙头恒瑞医药大涨4.04%，最新收盘价创历史新高。贵州茅台

上涨2.6%。 8月，泸州老窖、古井贡酒、五粮液、山西汾酒、今世缘等白酒股均创下新高。

多家公司三季报预喜

430家上市公司公布三季度业绩预告，整体披露进度约为13%。其中，业绩预增109家，续盈6家，扭亏35家；预减62家，续亏58家，

首亏55家；不确定45家。 预喜企业家数（包括续盈）达到186家，预喜比例达到43.3%。

远方信息净利润同比增速超过80倍， 目前为 “增速王” 。 公司预计前三季度约实现净利润9600万元-9635万元， 同比增长

8060. 49%-8090.24%。 公司上半年扭亏，公司智能光电检测信息系统及服务业务板块业务发展平稳。

联化科技、安利股份和万集科技主业持续高景气，预计前三季度净利同比大幅增长。

业绩暴增的企业多数由于期间转让子公司股权等资产。 值得注意的是，在新会计准则下，不少上市公司将持有金融资产公允

价值变动确认为当期损益，造成部分公司业绩暴涨。

行业方面，禽产业链、医药、食品饮料、计算机、通信电子等行业延续上半年景气度上升态势，带动相关上市公司业绩稳步增

长。

禽产业链三季度预计业绩亮眼。圣农发展预计前三季度实现净利润24.5亿元-25.5亿元，同比增长超过2倍。 猪肉供给收缩和价

格上涨使得肉鸡需求量大增。 受鸡肉供给紧张影响，行业景气度持续攀升，公司一体化全产业链优势凸显，产品销售价格显著上

涨。 由此推测，仙坛股份、民和股份三季度业绩也将给力。

计算机、通信电子等行业格局已定，龙头企业强者恒强的趋势更加明确。 立讯精密、大华股份、视源股份、歌尔股份等公司预

计前三季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均超过10亿元。 紫光国微、高德红外、大立科技、精研科技等公司预计前三季度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增长居前。

市场人士指出，禽产业链、医药、食品饮料、计算机、通信电子等行业受益于经济增长和消费升级，行业高景气度有望持续。

前三季度业绩对全年业绩指向作用明显，ST公司能否保壳成功，前期出现困难的公司能否翻盘？ 不少公司给出了较积极的答

案。 *ST罗普、*ST宇顺、*ST德奥和*ST毅昌等公司预计前三季度实现扭亏。东方园林预计前三季度亏损6亿元-8亿元。 不过，第三季

度实现扭亏，净利润预计达9400万元-2.94亿元。 东方园林表示，随着公司控股权转让事项的推进，公司的流动性将逐步增强，财务

状况将逐步恢复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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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公司保壳战提前打响

□本报记者 齐金钊

在保壳压力驱动下，不少ST公司上半年就提前开启

“自救” 模式，通过出售资产、业务重组等方式改善经营

状况。

业内人士指出，ST公司通过资产转让或重组， 有望

减轻资金压力，增厚当期业绩。投资者应关注相关公司保

壳行为是否有助于主营业务改善， 保壳过程中是否存在

违法违规行为。

多家ST公司业绩大幅改善

截至8月30日晚， 在披露了半年报的ST类公司中，

*ST集成、*ST罗普、*ST安凯等十余家公司财务指标方

面打出了“翻身仗” 。半年报归母净利润大幅转正，或为

这些公司保壳及摘帽开了个好头。

以*ST集成为例，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11.69

亿元，同比增长37.5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57亿元，上年同期亏损5342.42万元。 进一步研究公司

财报可以发现，*ST集成财务指标大幅改善，与报告期内

公司投资收益大幅增加有关。 半年报显示，*ST集成上半

年投资收益为7.51亿元， 主要系公司对锂电业务进行重

组形成的重组收益。

*ST集成表示，为提高公司资产质量，提升公司现有

锂电池业务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及一体化竞争能力，增强

持续盈利能力，公司上半年将旗下锂电池业务资产以锂

电科技为平台进行了重组。2019年7月10日，公司发布重

大资产出售实施情况报告书，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涉及的

标的资产已完成股权过户手续，锂电洛阳、锂电科技不

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公司持有锂电科技35.84%的

股权。

*ST罗普的情况与*ST集成类似。公司上半年扭亏为

盈。 半年报显示，公司实现营收3.56亿元，较上年同期下

降29.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408万元，较上

年同期增长223.04%。公司表示，2018年底出售两家亏损

的全资子公司，产生的投资收益于本报告期确认。该两家

子公司自2019年1月1日起不再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导致报告期内净利润较去年同期大幅增长。

不少ST公司保壳效果则不尽如人意。 以*ST海马为

例， 公司于今年4月和5月两次公告出售旗下相关房产。

但公司今年上半年仍未摆脱亏损境地。 上半年，*ST海马

实现营业收入23.32亿元， 较去年同期27.21亿元减少

14.67%；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1.78亿元。

关注主营业务成长性

部分ST类公司上半年扭亏为盈，市场关注度所有提

升，业绩披露后股价短期提振明显。 业内人士指出，在保

壳及摘帽预期下，ST个股存在短期投资机会， 但投资者

应该甄别相关公司业绩增长的实际质地情况， 防范其中

风险。

对于一些半年报业绩增长存在异常的公司， 监管部

门已经出手问询。 8月20日晚间，*ST大控披露的半年报

显示，公司实现营业收入约2.4亿元，较2018年同期下降

68.7%；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103.79万

元，同比扭亏为盈。

随后，*ST大控便收到上交所发出的问询函。 上交所

称，*ST大控今年半年报盈利主要根据诉讼实际判决情

况冲回部分预计负债，计入营业外收入2075.41万元。 对

此，上交所要求说明，*ST大控冲回预计负债涉及诉讼的

具体情况， 是否与计提预计负债时的情况发生了根本性

改变，是否存在操纵利润的情形。

一家私募基金投资经理表示，对于ST类公司扭亏为

盈的情形，不能只关注表面的财务数据，要深入分析相

关公司的主营业务及持续经营能力是否发生根本性改

善。 一般情况下，通过出售股权、房产等形式进行保壳只

是权宜之计。 经过资产转让或重组，可以减轻上市公司

短期资金压力，但上市公司的真正价值在于业绩的成长

性和可持续性。 此外，投资者应该警惕，相关上市公司是

否在突击“保壳” 过程中存在涉嫌虚增资产乃至财务舞

弊等违法违规行为。

扎实业绩助推

白马股强势上涨

□本报记者 胡雨

近期A股多只白马股股价创历史新高或阶段性

新高，这些公司上半年多取得较好业绩。但一些白马

股上半年业绩下滑，相关公司股价近期下挫。

业内人士认为，白马股生态出现分化，绩优白马

股业绩仍然稳健，而相关公司业绩波动需辩证看待。

股价创新高

Wind数据显示，截至8月30日收盘，白马股指

数报 1591.43点， 上涨 0.04% ，8月以来累计上涨

2.4%。 分板块看，白酒、消费、医药等表现强势。

贵州茅台8月30日盘中创下每股1146元的历史

新高；截至8月30日收盘，公司股价报1142元/股，较

年初累计上涨93.48% ， 总市值升至1.43万亿元。

2019年上半年，贵州茅台营收净利继续保持两位数

增长。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394.88亿元， 同比增长

18.24%；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99.51

亿元，同比增长26.56%。 近一个月来，公司股价累计

上涨近17%。

恒瑞医药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100.26亿元，同

比增长29.19%，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4.12亿元，同比增长26.32%。 8月6日以来，公司股

价开启新一轮上涨行情，8月30日盘中创下每股

80.56元的历史新高， 截至收盘股价报80.05亿元/

股，总市值合计3540亿元。

事实上， 股价表现抢眼的白马股上半年多取得

不错成绩。 爱尔眼科、上海机场、海天味业近期股价

均创历史新高。从业绩情况看，三家公司上半年净利

润同比分别增长36.53%、33.54%、22.34%。 上半年，

药明康德营业收入同比增长33.68%，归属于上市股

东的净利润同比下滑近17%。 但是，公司股价自8月

初以来持续上涨，8月30日一度上涨至88.1元/股，创

近14个月以来新高；截至8月30日收盘，公司股价报

86.7元/股，总市值突破1400亿元。

多只业绩出众的白马股受到公募基金、 保险基

金、北向资金等的追捧，不少机构股东新进入白马股

前十大流通股东或持续加仓。 丽珠集团上半年净利

润实现同比两位数增长。 8月27日，盘中公司股价创

下今年以来新高的30.22元/股。 公司半年报显示，前

十大流动股东中新进入一家私募基金和QFII， 第二

大股东高毅邻山1号远望基金新增持700万股， 接近

公司总股本的1%。

德邦证券指出，绩优白马股近期走强，建议优先

配置核心资产白马股。

整体业绩稳健

部分白马股今年上半年业绩不达预期。

涪陵榨菜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10.86亿元，同比

增长2.11%； 归属于上市股东的净利润合计3.15亿

元，同比增长3.14%。 半年报披露后，公司股价跌停。

截至8月30日，公司股价报22.31元/股，一个月以来

累计下跌逾20%。

安琪酵母、大族激光等公司遭遇类似情况。 安琪

酵母上半年实现归属于上市股东的净利润合计4.64亿

元，同比下滑7.66%。截至8月30日，公司股价报28.53元

/股，近两个月时间下跌13.55%。 大族激光近期股价略

有反弹。 截至8月30日，公司股价报31元/股，较今年以

来高点下跌35.62%。 上半年公司营业收入、净利润同

比分别下滑7.3%、62.74%。 同时，公司欧洲研发中心建

造多年尚未完工等事项被深交所问询。

万华化学上半年净利润较去年同期近乎 “腰

斩” ，但公司股价不跌反涨。 半年报显示，公司上半

年实现营业收入315.39亿元， 同比下滑15.35%；实

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6.21亿元，同比下

滑46.49%。 截至8月30日，公司股价报44.71元/股，

较8月20日收盘价上涨近2%。 自5月20日起，公司股

价整体呈上涨态势。半年报显示，公司十大流通股东

中新进1家社保基金和一家QFII，原有股东中4名股

东今年以来进行了增持。

德邦证券指出， 部分白马股业绩不达预期导

致股价波动较大。绩优白马股中报业绩整体稳健，

凸显配置价值。

提高甄别能力

上交所相关负责人指出， 部分上市公司业绩波

动，甚至出现经营困难，这是经济发展的自然规律。对

于这些企业需给予一定的理解， 并采取积极措施帮

助这些企业转型升级、解决困难。不过，一些公司丧失

诚信、严重失控，在资金面趋紧的情况下前期隐藏的

问题难以掩盖。 部分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和董

监高等突破底线， 严重损害了上市公司和中小投资

者利益；部分中介机构怠于履职，甚至与上市公司串

通违规。 对于这一类情况，必须紧盯快查、严肃追责。

东方证券分析师薛俊指出， 有的白马股基本面

出现较大变化，但核心绩优股频繁创新高。 白酒、医

药、计算机、电子、5G等板块约230只绩优股股价已

创今年以来新高， 市场给予龙头白马股的估值溢价

并未因为市场调整出现下降。

薛俊认为，当前A股机会大于风险，结构性行情

引领市场逐步向好，看好下半年行情。 8-9月份是布

局机会，三季度末至四季度有望迎来上涨，动力主要

来自政策环境、 科技股长周期上行的趋势以及龙头

公司“强者愈强” 的竞争格局。 短期看，“科技+龙头

绩优股” 的结构性行情仍有机会演绎。估值安全垫和

龙头公司业绩稳定性是支撑整体A股的重要因素。

英大证券认为，贵州茅台、爱尔眼科、中国国旅、

恒瑞医药等公司股价盘中批量创历史新高， 从中可

以看出主力资金的思路， 预计业绩稳定增长的个股

仍是主力资金关注的重点对象。

中国银河证券建议，提高甄别能力，警惕潜在风

险；南京证券认为，后市风格仍偏重机构抱团的酿酒、

旅游等白马股，医药板块出现较明显的补涨行情，但

要注意市场分歧加大。 总体上，5G、软件等科技股弹

性较好，建议继续关注低估值的蓝筹股和科技股。

逾2000家公司上半年净利润增长

通信、禽产业链、非银金融和军工领域表现抢眼

□本报记者 张玉洁

截至8月30日晚记者发稿时，Wind数据显示，3668家交出上半年“成绩单” 的上

市公司合计实现营业收入22.82万亿元，同比增长11%；净利润合计为1.91万亿元，同

比增长8%。 营收增速略低于2018年上半年数据，略高于2019年一季度营收增速。 其

中，2017家公司净利润同比增长，占比达55%。

行业方面，通信、禽产业链、非银金融和国防军工相关公司业绩大幅改善；医药生

物、食品饮料行业增速放缓；部分前期显著受益于供给侧改革的行业，如建材、采掘等

由于去年的高基数和部分红利逐步减退，增速明显下滑；钢铁、有色、汽车、化工等行业

由于基本面不佳，业绩下滑幅度居前。

此外，430家公司发布三季度业绩预告，逾四成公司预喜。高成长公司多集中于通

信、禽产业链、医药、食品饮料、计算机等行业。

多行业重回高速增长

在28个申万一级行业中，18个行业上半年净利同比增长，较2018年年报改善明显。业绩增长主要集中

在禽产业链、医药、食品饮料、计算机、通信电子和非银金融，既有周期性行业也有新兴产业。

通信行业上半年净利增速达348.34%，而2018年这一数字为-66.55%。 龙头中兴通讯业绩反转，5G硬件投

资业绩逐步兑现。 上半年，中兴通讯实现净利润14.71亿元，同比增长118.8%。 公司去年同期净亏损78.24亿元。

国盛证券认为，随着5G的推进，数据中心扩容成为必然；5G商用牌照提前发放，终端和应用侧加速推

进。 5G建网逐步展开，硬件系统侧投资逐步开展。

猪肉供需缺口导致禽类消费替代，白羽鸡相关公司上半年业绩弹性明显，带动养殖板块强势反转。 农

林牧渔行业上半年净利润同比增速达80.05%。 2019年上半年，肉鸡苗均价7.4元/羽，约为去年同期的3倍；

白羽肉鸡均价达9.6元/公斤，同比增长24.2%。圣农发展、民和股份、益生股份均实现利润倍数级增长。东吴

证券分析师认为，从全年情况看，扣除进口肉增量弥补仍有近900万吨的猪肉供需缺口，预计将近三分之

一转移至禽肉替代消费，禽产业链量价齐升的景气周期有望持续。

非银金融行业上半年爆发式增长，净利同比增速超过7成，净利润规模达2378.64亿元，仅次于银行业。

上半年，保险和券商业绩齐齐爆发。 受保险行业税收新政和投资收益提高带来的利好，保险公司普遍业绩

暴增。 上半年，上市券商佣金收入、自营收入和投资收益均大幅提升。 多只券商股上半年净利润出现翻倍。

部分行业重回高增长轨道。 国防军工行业上半年净利增速达42.68%。 其中，军改落地后，大批补偿性

订单兑现，相关上市公司业绩大幅回暖。东兴证券预计，“十三五” 后期装备费更多地落实到武器装备的采

购和升级方面，军工企业特别是主机厂能够充分享受到装备费占比提升和重心向采购转移所带来的利好。

基本面向好得到充分证实。

大消费领域显著分化。医药、食品饮料等行业仍然保持增长，但增速有所下滑。汽车行业大面积业绩下

滑，传统汽车销量大幅下滑。上半年，汽车行业净利润下降幅度超过3成。 传媒行业因龙头企业业绩大幅下

降，上半年净利润增速垫底。

钢铁行业表现不佳。 上半年，受限产不及预期以及南方多地持续多雨导致开工量不足影响，钢铁尤其

是建材价格下跌。 而铁矿石价格上半年涨幅超过4成。 受此影响，板块净利润下滑幅度达到39%，在28个申

万一级行业中业绩增速排名靠后，仅次于传媒。

龙头企业市场份额提升

一些行业进入存量市场博弈阶段，叠加供给侧改革和去杠杆的金融政策，企业业绩出现分化，龙头企业所

占据的市场份额提升，对于整个板块业绩影响越来越大。 随着行业集中度提升，龙头企业价值进一步凸显。

房地产行业营收增速居前。 其中，绿地控股和万科上半年均实现约30%的营收增长。 两家企业占上市

房企当期营收总和的近4成，带动行业整体营收增速居前。 中国恒大总裁夏海钧在业绩发布会上表示，预

计未来国内房地产行业市场年销售规模在15万亿元左右波动，行业集中度将持续上升。 预计五年以后，中

国前十的地产商市场份额占比可达40%。 其中，前三位企业约占20%。

对于食品饮料行业，贵州茅台属于“扛鼎者” 。 公司上半年实现净利润199亿元，占行业净利总和超过

30%。

民生证券认为，龙头企业优势突出，具有更强的抗风险能力。考虑到市场集中度逐步提升，供给侧改革

持续推进，龙头优势有望进一步凸显。

龙头企业的优势逐步体现到相关公司股价上。 8月30日，医药行业龙头恒瑞医药大涨4.04%，最新收盘

价创历史新高。 贵州茅台上涨2.6%。 8月，泸州老窖、古井贡酒、五粮液、山西汾酒、今世缘等白酒股均创下

新高。

多家公司三季报预喜

430家上市公司公布三季度业绩预告，整体披露进度约为13%。 其中，业绩预增109家，续盈6家，扭亏

35家；预减62家，续亏58家，首亏55家；不确定45家。 预喜企业家数（包括续盈）达到186家，预喜比例达到

43.3%。

远方信息净利润同比增速超过80倍，目前为“增速王” 。 公司预计前三季度约实现净利润9600万元

-9635万元，同比增长8060.49%-8090.24%。 公司上半年扭亏，公司智能光电检测信息系统及服务业务板

块业务发展平稳。

联化科技、安利股份和万集科技主业持续高景气，预计前三季度净利同比大幅增长。

业绩暴增的企业多数由于期间转让子公司股权等资产。 值得注意的是，在新会计准则下，不少上市公

司将持有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确认为当期损益，造成部分公司业绩暴涨。

行业方面，禽产业链、医药、食品饮料、计算机、通信电子等行业延续上半年景气度上升态势，带动相关

上市公司业绩稳步增长。

禽产业链三季度预计业绩亮眼。 圣农发展预计前三季度实现净利润24.5亿元-25.5亿元，同比增长超

过2倍。 猪肉供给收缩和价格上涨使得肉鸡需求量大增。 受鸡肉供给紧张影响，行业景气度持续攀升，公司

一体化全产业链优势凸显，产品销售价格显著上涨。 由此推测，仙坛股份、民和股份三季度业绩也将给力。

计算机、通信电子等行业格局已定，龙头企业强者恒强的趋势更加明确。 立讯精密、大华股份、视源股

份、歌尔股份等公司预计前三季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均超过10亿元。 紫光国微、高德红

外、大立科技、精研科技等公司预计前三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增长居前。

市场人士指出，禽产业链、医药、食品饮料、计算机、通信电子等行业受益于经济增长和消费升级，行业

高景气度有望持续。

前三季度业绩对全年业绩指向作用明显，ST公司能否保壳成功，前期出现困难的公司能否翻盘？ 不少

公司给出了较积极的答案。*ST罗普、*ST宇顺、*ST德奥和*ST毅昌等公司预计前三季度实现扭亏。东方园

林预计前三季度亏损6亿元-8亿元。 不过，第三季度实现扭亏，净利润预计达9400万元-2.94亿元。 东方园

林表示，随着公司控股权转让事项的推进，公司的流动性将逐步增强，财务状况将逐步恢复健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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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公司上半年业绩情况

Foc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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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简称 中报营收（元） 同比增长率（%） 中报净利润（元） 同比增长率（%）

工商银行

442,915,000,000 14.32% 167,931,000,000 4.67%

招商银行

138,301,000,000 9.64% 50,612,000,000 13.08%

中国石化

1,498,996,000,000 15.29% 31,338,000,000 -24.67%

中国神华

116,365,000,000 -8.65% 24,243,000,000 5.51%

海螺水泥

71,643,825,802 56.63% 15,259,702,373 17.91%

万科

A 139,320,076,841 31.47% 11,841,752,171 29.79%

中国交建

240,272,497,282 15.31% 8,576,980,022 4.92%

长江电力

20,362,755,734 6.00% 8,572,419,523 0.59%

三一重工

43,386,440,000 54.27% 6,748,013,000 99.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