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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汾酒入选民族品牌工程

愿景打造世界第一文化名酒

□

本报记者 潘宇静

10月25日，山西杏花村汾酒集团

（简称“汾酒集团” ）入选新华社民

族品牌工程·中华老字号振兴行动签

约仪式在京举行。 新华社下属各服务

机构将围绕品牌建设和企业发展，与

汾酒集团进行全面合作。

汾酒集团董事长李秋喜对中国

证券报记者表示，汾酒的愿景是将产

品打造成世界第一文化名酒。 2019年

下半年， 汾酒提出了文化体系建设，

意在引领品牌、产业健康向上。 汾酒

品牌可以从三方面理解：一是悠久的

酿造历史； 二是深厚的文化底蕴；三

是卓越的清香品质。

改革“成绩单” 亮眼

10月25日山西汾酒发布2019年

三季报。 前三季度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91.27亿元，同比增长25.72%，归属于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6.96亿元，

同比增长33.36%，超过2018年全年归

母净利润总额14.67亿元。值得一提的

是，山西汾酒前三季度营收和净利润

均交出了上市25年来的最好成绩。

2019年是国资国企改革攻坚之

年，也是汾酒“三年目标责任书” 的

收官之际。 2017年末汾酒集团提出了

“62210” 五年奋斗目标，同时汾酒集

团也提出了基于中长期的“11936”

发展规划，明确了“真正实现汾酒的

全面复兴”的总体目标。

李秋喜表示，还有两个月就要向

山西省委省政府交一份“答卷” 。 三

年来汾酒集团紧紧围绕混合所有制

和整体上市两大目标改革，大力推进

内部体制机制变革，进一步推进市场

规模化和管理标准化建设。 目前汾酒

集团的改革已经取得一份令人向往

的“成绩单” 。

在营销管理方面，汾酒集团实行

组合聘用制， 模拟职业经理人制度，

三年的营销业绩由当时的五六十亿

元，到2019年的目标计划120亿元，有

望实现翻倍增长。

在企业管理上，汾酒集团建立了

一套从技术、生产、质量、效率提升一

整套管理体系，并且实行管理层高管

持股、关键岗位员工持股等一系列管

理手段。

目前，央企华润集团旗下的华创

鑫睿成为山西汾酒的第二大股东，汾

酒集团持有上市公司的股权比例降低

到58.52%； 通过改组上市公司董事

会，实现了外部董事占多数，混改取得

关键性突破。

李秋喜表示，汾酒一股独大的问

题得到明显改善，在引进华润战投的

同时，引进的还有华润的人才建设平

台、企业管理平台，在市场上形成战略

协同效应。 央企和省属企业的混改，

为汾酒加速发展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随着混改效果越来越明显，会对汾酒

下一步建设现代化企业制度，提供必

要的榜样和支撑。

积极开拓长江以南市场

近年来，山西汾酒一直在稳步推

进全国化战略。 2019年公司确定了一

个大本营市场（山西），三大重点板块

（京津冀、豫鲁、陕蒙），三小市场板块

（华东、两湖、东南）等市场格局。

三季报显示，在全国化布局的过

程中，山西汾酒2019年前三季度省外

开拓取得显著成效。 前三季度山西汾

酒省外营收为45.68亿元，占主营业务

收入的50.51%。

李秋喜介绍，汾酒已经划分了三

个发展地带：一个是长江以南，一个是

长江和黄河之间，还有一个是黄河以

北。 目前，黄河和长江之间的区域市

场发展迅速，规模在不断扩大。 长江

以南的地区虽然有一些增长，但是发

展得不够理想。 山西省委省政府、国

资委对汾酒长江以南的发展也提出了

要求，并给予高度关注。 汾酒将根据

下一步的发展计划，对长江以南的区

域加大市场规划力度，制定相应的推

进政策。

李秋喜表示，“我前一段时间专门

到浙江、江苏、海南做了调研，为下一步

推进长江以南的市场、制定相关区域的

促进政策提供了依据，下一步将大力拓

展长江以南的市场，使汾酒真正在大江

南北都有长足的进步与发展。 ”

913家上市公司披露三季报

逾六成业绩上涨 养殖业和新兴行业成亮点

□

本报记者 何昱璞

A股三季报进入密集披露期。

Wind数据显示， 截至10月25日记者发

稿时， 沪深两市已有913家公司披露三

季报， 合计实现营业收入5.99万亿元，

同比增长13.1%； 合计实现归母净利润

5776.59亿元，同比增长20.65%。超六成

公司实现业绩增长， 其中288家公司净

利同比增长超30%。

行业方面，周期及新兴行业业绩增

速领跑。 在已披露的公司中，养殖业、信

息技术、生物医药、机械设备等行业增

长明显，成为前三季度上市公司整体业

绩提升的主要动力。

逾110家业绩翻倍

统计显示， 在目前已披露公司中，

沪深两市前三季度营业收入超过100亿

元的公司，达80家；营收规模在10亿元

以上的超过550家。 其中，有116家企业

实现业绩大幅增长， 净利同比实现翻

倍，占比超过12%。

分板块来看，创业板企业三季度盈

利质量显著提升，三季度盈利同比增长

32.51%，较2018年实现由负转正；中小

板三季度盈利同比增长4.63%。

梳理公司业绩增长的原因，不外乎

内生增长及外延并购两大因素。 在这些

净利增速超一倍公司中， 天顺股份、开

尔新材、蓝晓科技、民和股份等公司均

受益于主业增长。天顺股份前三季度实

现营业收入 9.53 亿元 ， 同 比增长

45.64%；实现归母净利润2665.09万元，

同比增超50倍。 对于业绩增长原因，天

顺股份表示，主要是公司原有板块业务

营收有所增长外，公司新增国际铁路业

务营收同比有所增加。

以蓝晓科技为例，前三季度实现归

母净利润2.30亿元， 同比大幅增长

164.59%， 其中第三季度实现归母净利

润8831万元，同比增长231.85%；公司

前三季度综合毛利率达到49.76%，相对

于上年同期增长10个百分点。公司业绩

大幅增长主要是由于下游行业高景气，

带动公司树脂销售持续增长；盐湖提锂

藏格、锦泰项目进展顺利，订单确认带

动业绩增长；高毛利品类占比进一步提

升。 上述两企业报告期内盈利大幅增

长，都得益于报告期内公司主营发展提

质增效，内生造血能力较强助推公司增

厚业绩。

通过出售股权叠加投资收益方式，

上海新阳前三季度实现净利润2.9亿元，

同比增长11469%， 增速排名位居已披

露公司榜首。纳川股份则以净利同比增

长6262%的速度，紧随其后。 业绩大幅

增长背后，得益于报告期内公司财务费

用下降及投资收益增加。

除上述原因外，也有部分公司通过

实施并购重组也增厚了公司业绩。星帅

尔2019年1月完成了浙特电机21.77%

股权的收购， 持股比例增加到46.76%，

取得浙特电机的控制权，浙特电机成为

公司的控股子公司，并在报告期内纳入

公司合并报表范围。随着浙特电机在新

能源汽车电机、 空调等领域的不断应

用，为公司带来新的盈利增长点。

养殖行业成“黑马”

受供求关系变化及行业周期影响，

养殖行业成为本轮三季报中的一匹“黑

马” 。 自第二季度以来鸡苗价格大幅上

涨，近期鸡肉价格维持上涨趋势。 分析

认为，鸡肉概念上涨主要受益于肉鸡供

给紧张及需求攀升双重作用，禽产业链

有望保持景气。

在此背景下，多家养殖行业业绩明

显改善。 在目前已披露的6家养殖业公

司中，净利平均增速达262%，其中养鸡

大户民和股份以净利润同比增长

800.94%的增速，领跑行业。 鸡苗销量

增长稳定、苗价高景气，民和股份迎来

最好盈利时期。

西部证券表示，从供给端看，目前

阶段新建规模养殖场投产增多，但由于

种鸡疾病影响，鸡苗增幅有限，预计后

期苗价有望持续震荡上行。多位行业分

析师也表示，蛋白质替代逻辑依旧没有

改变，目前来看鸡肉价格周期高峰还将

持续。而目前屠宰场和经销商库存均偏

低，鸡肉销售顺利，价格预计持续高位

运行，禽链上市公司将持续受益。

养猪大户温氏股份前三季度业绩

同样亮眼， 公司1-9月实现营业收入

482.89亿元，同比增长18.24%；实现归

母 净 利 润 60.85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109.84%。 其中，第三季度单季实现归

母 净 利 润 47.02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137.17%，增幅明显加快。温氏股份双主

业稳健扩张，未来公司将进一步优化产

能布局，以保证持续稳定的出栏量。

新兴产业表现优异

透过近千份年报可以发现，不少上

市公司显示出强劲的增长动力。 其中，

信息技术、生物医药等一批新兴产业公

司迈入业绩释放期。截至目前，在229家

信息技术、 生物医药行业上市公司中，

65%公司实现业绩增长。

在信息技术板块，以立讯精密为例，

2019年前三季度归母净利润为28.88亿

元，同比增长74.26%，第三季度净利润同

比增长66.7%。 净利润超半年报业绩预

期，半年报公告中预期前三季度业绩增长

50%-60%。 同样，公司之前预告三季度

单季度业绩同比增长18%-38%， 此次

66.7%同样大幅超出业绩预告上限。

西南证券指出，立讯精密业绩超预

期主要是公司主营业务的延伸与新产

品的量产顺利推进，同时团队持续执行

年初经营层拟定的发展计划，一方面进

行内部精细管理优化，使得资源效益最

大化；一方面加大商务拓展与配套的研

发投入，为中长期规划的产品路线奠定

基础。

在生物医药这类高壁垒板块，76家

已披露三季报的公司中53家均实现业

绩增长，其中23家业绩增速超三成。

凯普生物三季报显示，2019年前三

季度实现营收5.18亿元， 同比增长

27.88%， 实现归母净利润1.05亿元，同

比增长33.72%， 业绩增长超市场预期。

公司业绩高速增长主要得益于一线品

种HPV检测业务稳定增长和二线品种

地贫和耳聋基市场占有率的提升。广证

恒生分析认为，目前公司HPV检测业务

市占率近三分之一， 凭借先发优势、产

品检测范围优势与公司强大的推广能

力，未来HPV检测业务在“两癌筛查”

与医院临床检测上提升空间大，

同样受益HPV业务放量，智飞生物

前三季度实现营收76.66亿元， 同比增

长119.35%； 实现归母净利润17.63亿

元，同比增长62.25%；其中公司第三季

度实现营收 26.27亿元， 同比增长

84.64%。

公司核心品种逐步业绩兑现期，数

据显示，2019年前三季度， 公司的核心

品种批签发增长快速，其中九价HPV疫

苗批签发188万支， 同比增长515%；五

价轮状疫苗批签发299万支， 同比增长

3462%； 四价HPV疫苗批签发397万

支，同比增长4%。

研发管线方面， 智飞生物的EC诊

断试剂盒和微卡均已完成技术审评，将

有望于2020年内获批上市；23价肺炎多

糖疫苗、冻干人用狂犬疫苗和四价流感

病毒裂解疫苗正在稳步推进临床试验。

业内人士指出，伴随研发管线的不断拓

展， 公司产品梯队未来将日益丰富，业

绩具有高成长性。

农业农村部：

年底前生猪产能有望探底回升

□

本报记者 潘宇静

10月25日农业农村部召开发布

会介绍2019年前三季度农业农村运

行情况。 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

魏百刚表示， 全年粮食生产再获丰

收，种植结构进一步优化。 年底前生

猪产能有望探底回升，明年有望基本

恢复到正常水平。

业内人士分析，根据已披露的三

季报及业绩预告来看，生猪养殖企业

第三季度业绩弹性释放，各上市公司

防疫能力强，具备成本优势，板块业

绩有望进一步释放。

生猪生产呈现恢复态势

魏百刚介绍，现在已经有24个省

相继发布促进生猪生产的措施，目前

政策效果逐步显现。 9月份全国年出

栏5000头以上的规模猪场生猪存栏

环比增长0.6%、能繁母猪存栏环比增

长3.7%， 后备母猪销量继续大幅增

长，猪饲料产量和销量都有回升。

其中，吉林、辽宁、山东等12个省

生猪存栏环比增加或持平，生产恢复

向好的因素明显增多，生猪生产整体

上进入了止降回升的转折期。 魏百刚

表示，“按照这一趋势，年底前生猪产

能有望探底回升，明年有望基本恢复

到正常水平。 ”

此外，禽肉、牛肉、羊肉产量增加

较快。 农业农村部的数据显示，前三

季度禽肉、牛肉、羊肉产量分别达到

1539万吨、458万吨和330万吨， 分别

比去年同期增长10.2%、3.2%和2.3%。

魏百刚表示，非洲猪瘟疫情防控

形势依然复杂严峻，生猪产能恢复周

期长、制约多；一些地方生猪生产恢

复政策仍未完全落实到位。 比如，养

猪用地有的地方还按建设用地管理，

未落实设施农用地政策；还有一些地

方人为限制猪源外流， 搞市场分割，

干扰了正常的市场供应秩序，相关问

题需要引起关注，农业农村部也在陆

续推动解决。

温氏股份在最新发布的投资者

关系活动记录表中称，从当前已知的

全国能繁母猪存栏数据来看，预计未

来仍有较长一段时间会保持供给偏

紧的状态。

东吴证券研报指出，根据已披露

的三季报及业绩预告来看，生猪养殖

企业第三季度业绩弹性释放， 各上市

公司防疫能力强，具备成本优势，且融

资扩张速度快， 在猪肉消费旺季带动

下后几个月出栏量将逐步兑现。 随着

猪价持续上涨， 板块业绩弹性有望进

一步释放。

中泰证券表示， 目前猪价对股价

的提振非常有限， 市场在价格上已无

分歧， 生猪养殖股周期逻辑已经结束

并转向成长， 考虑各大生猪养殖公司

2020年出栏量增长与完全成本管控

的兑现程度， 龙头猪企利润兑现的确

定性更强。

预计全年粮食总产量超1.3万亿斤

魏百刚介绍， 秋粮收获已接近尾

声，预计全年粮食实现增产，总产量继

续保持在1.3万亿斤以上。 种植结构进

一步优化， 优质专用小麦比例达到

33%，比上年提高3个百分点；大豆、油

菜籽、花生等油料作物面积增加，其中

大豆面积增加1000万亩；棉花继续向

新疆等西北内陆优势棉区集中， 糖料

生产保持稳定。

值得关注的是，2019年粮食生产

连续第五年稳定在1.3万亿斤以上。 农

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刘莉华

称， 今年粮食除了丰收， 还有三个特

点：一是种植结构持续调优。非优势区

水稻、玉米面积继续调减，大豆面积比

去年增加1000万亩；二是生产方式持

续调绿。 今年继续实施耕地轮作休耕

试点3000万亩，继续调优农业投入品

结构，有机肥施用量增加，化肥、农药

使用量有望继续减少； 三是发展质量

持续提高。 全国优质专用小麦的比例

达到33%， 比去年提高3个百分点，优

质稻谷和大豆面积增加。 江西、湖北、

湖南等省大力发展优质稻， 取得很好

的成效。

此外，2019年秋冬种工作的重点

是稳产能、优结构、提质量、转方式。力

争把农民的种植意向真正落实到田，

冬小麦面积稳定在3.3亿亩以上，冬油

菜面积稳定在1亿亩以上。

魏百刚称，农业农村部将指导各

地做好秋冬种工作，稳定小麦种植面

积，进一步调优品种结构。同时，着力

抓好农产品产销衔接，实施“互联网

+” 农产品出村进城工程。 让更多优

质农产品产得好、卖得出、卖得上好

价钱。

国资委批复“南北船” 重组

电力、电信、化工、汽车四大领域值得期待

□

本报记者 刘丽靓 董添

传闻多年的 “两船” 重组终于落

地。10月25日，经报国务院批准，中国船

舶工业集团有限公司与中国船舶重工

集团有限公司实施联合重组。 “南北

船” 20多年的分家史即将结束。

“南北船”重组获批

中国船舶工业集团（简称“中船集

团” ）与中国船舶重工集团（简称“中

船重工” ）俗称“南北船” ，1999年由原

船舶工业总公司拆分而成。

业内人士普遍认为， 一旦 “南北

船”完成合并，将提高生产效率，减少内

部无效竞争， 加强军工产品研发能力。

同时，此次资产重组有利于优化资本结

构、积极稳妥加快推进市场化债转股及

船舶行业战略性重组。

中船集团组建于1999年7月1日，旗

下有中国船舶、中船防务、中船科技3家

上市公司，拥有修造船、海洋工程、动力

装备、机电设备、信息与控制、生产性现

代服务业等6大板块。 中船重工成立于

1999年7月1日，旗下有中国重工、中国

动力、中国海防、中国应急、久之洋、乐

普医疗等5家上市公司。

2019年7月1日晚，中船集团与中船

重工旗下的多家上市公司发布公告称，

中船集团与中船重工正筹划战略性重

组。

10月25日晚，中船集团旗下上市公

司中国船舶公告，控股股东中船集团与

中船重工实施联合重组，新设中国船舶

集团有限公司，由国务院国资委代表国

务院履行出资人职责，中船集团和中船

重工整体划入中国船舶集团。本次重组

后，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未发生

变化。

针对南北船合并的主要影响，中信

建投证券研报指出，一是利于优化产能

资源，有效去除过剩产能。“两船” 合并

后，或将重新定位各船厂的行业定位和

主建船型， 有效消除重复低端产能，将

资源更多集中到高端产能的建设中，有

利于全行业去产能过剩，行业将达到供

需基本面平衡；二是一定程度上减少无

效竞争，提高企业国际竞争力；三是完

善全产业链，发挥互补和协同效应。 若

合并后预计将推动各类资产的专业化

整合， 有效发挥双方的互补和协同效

应，提高企业价值。

对于上市公司来讲， 中信建投认

为，“两船” 合并后，将重新定位上市公

司，作为专业化平台承接“两船” 相关

资产。

上市公司重组稳步推进

值得注意的是，“南北船” 上市公

司层面的重组也在稳步推进。

10月24日晚，中国船舶公告，国务

院国资委原则上同意股份公司本次资

产重组及配套融资的总体方案。

本次资产重组及配套融资完成后，

中国船舶总股本不超过44.98亿股。 其

中，中船集团、中船防务、中船投资、华

融瑞通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中国国

有企业结构调整基金股份有限公司、中

国人寿、中国人保、国家军民融合产业

投资基金有限责任公司、中银金融资产

投资有限公司和中原资产管理有限公

司分别持有 19.89亿股 、2.17亿股 、

4855.88万股、1.61亿股、9264.15万股、

7983万股、7971.05万股、7815.74万股、

3947.46万股和3888.38万股股份。

根据此前披露的资产重组内容，

中国船舶向中船集团、 中船防务、中

船投资等多方发行股份，购买它们持

有的江南造船100%股权、 外高桥造

船约36.27%股权、广船国际51%股权

等资产。

基于本次重组，中船集团旗下将形

成中国船舶的造船平台、中船防务的动

力平台， 以及中船科技的高科技平台，

与中船重工旗下中国重工、 中国动力、

中国海防的定位基本对应。 在南北船战

略性重组的背景下，中国船舶的方案也

被视作为未来两大集团重组后上市公

司层面的进一步运作铺路。

中航证券研报指出， 本次重组有

利于进一步优化产业布局，为上市公

司注入军船总装类优质资源，布局军

民双市场。 同时，有利于加快高端转

型步伐， 凸显在海工邮轮领域优势，

革新绿色修船工艺，提高修船技术水

平，实现修船能力全覆盖，达到实现

主业恢复性增长，推进船海产业稳增

长的目的。

四大行业值得期待

国资委研究中心研究员周丽莎认

为，“两船” 重组主要的目的是落实国

家战略，推进专业化重组，促进国有资

本进一步向符合国家战略的重点行业、

关键领域和优势企业集中。

重组之后： 一是实现了行业性重

组。 “两船” 的重组，以国家战略为导

向，注重战略性、行业性重组。通过重组

整合，深化两家企业内部改革和机制创

新，加快业务、管理、技术、人才、市场资

源等方面的全面整合，放大重组效能。

二是推进专业化整合。通过优化产

业组织结构，特别是当前造船业务相对

产能过剩的情况下， 整合船舶产能，降

低产业内部竞争，实现强强联合。

三是聚焦产业竞争力提升。稳步推

进央企重组，以推动转型升级、提升我

国产业竞争力为目标；稳步推进船舶行

业整合，核心竞争力将大大加强；通过

兼并重组，提高产业组织水平。

周丽莎指出，“两船” 重组后，央

企户数将减少到96家。 下一步，重组将

继续聚焦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继

续加大去产能力度，提升行业集中度，

实现产业有序发展。 此外，还要通过研

发资源的整合， 加快突破一批关键核

心技术， 在建设创新型国家中发挥引

领作用。

中国企业联合会研究部研究员刘

兴国认为，“两船” 的联合重组，标志着

央企强强联合又向前迈出了一大步，强

强联合又闯出了新路径。几年前南北车

的强强联合，走的是自上而下、先集团

整合后子公司整合的路径，而“两船”

联合重组，则选择了先在子公司层面实

施专业化整合， 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后，

再在集团公司层面完成整合。这一强强

联合的整合路径，将有助于减少整合阻

力，提高整合效率，充分达成整合预期

目的。 预计这一路径，将在未来央企强

强联合重组时被广泛采用。

刘兴国指出， 从改革总体部署看，

央企的战略性整合与资源优化调整远

未结束，强强联合与专业化重组还将继

续深化推进。 在电力、电信、化工、汽车

等诸多领域，还存在推进强强联合的必

要与空间，在这些领域将会陆续有整合

措施推出。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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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新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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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川股份

6262.85

002800

天顺股份

5175.26

300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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