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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千家公司预告半年成绩 五行业表现抢眼

□

本报记者 董添

截至7月13日晚间记者发稿时，已有996家

A股上市公司发布2020年半年度业绩预告，422

家预喜，占比为42.37%。 其中，略增105家，扭亏

47家，续盈27家，预增243家。 行业方面，农副食

品、生物医药等五行业业绩表现突出。虽然受疫

情影响，多数公司业绩同比出现下滑，但值得关

注的是，很多公司二季度业绩已出现较大反弹。

21家公司增利超10倍

Wind数据显示，404家公司预计上半年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增长超过

10%，353家超过30%，312家超过50%，208家

超过100%。 新五丰、大北农、星网宇达、振德医

疗等 21家公司预计净利润同比增幅超过

1000%。

预计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数值超

过1亿元的公司有265家， 超过2亿元的有169

家，超过3亿元的有114家。 牧原股份、越秀金

控、招商轮船、深圳能源等34家公司预计净利

润上限超过10亿元。

牧原股份以超过百亿元的净利润暂列A股

“盈利王” 。 公司预计上半年净利润为105亿至

110亿元。 公司业绩变动的主要原因是，受非洲

猪瘟疫情影响，国内生猪产能大幅下降，猪肉市

场供需矛盾突出， 上半年生猪价格较上年同期

大幅上涨。

消费电子异军突起

值得注意的是，以生猪养殖、速食食品为代

表的农副食品行业，以防疫物资、病毒检测为代

表的生物医药行业， 以消费电子为代表的计算

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行业，以及房地

产、 汽车行业等五大行业， 上半年业绩表现突

出。 这些行业的上市公司有的受益于二季度销

售强势反弹，弥补了一季度业绩的暂时落后，有

的受益于疫情期间“宅”经济的刺激，业绩出现

逆势增长。

农副食品行业方面，新五丰、大北农、海欣

食品、克明面业、金字火腿5家公司预计净利润

同比增幅超过100%。

生物医药行业方面，天风证券建议，由于前

期涨幅较大， 建议寻找业绩高增长及二季度环

比显著改善的相关标的，如医疗器械，尤其是新

冠病毒检测、防护相关的领域。（下转A02版）

李克强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强调

增强政策实施时效 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

新华社北京7月13日电

7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

总理李克强主持召开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

谈会，分析研究当前经济运行情况，听取对下一

步经济工作的意见建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韩正

出席。

座谈会上，马骏、姜超等专家和中小企业协

会、海尔集团、拼多多公司负责人发了言。 大家

谈到，今年经济发展遇到的困难和冲击超乎寻

常，国家出台的减税降费、普惠金融等政策力度

大、覆盖面广、及时有效，对稳住企业生产经营

和就业发挥了积极作用。 大家还就政策提出一

些建议，李克强要求有关部门认真研究。

李克强说， 今年疫情冲击和世界经济衰退

对我国经济带来前所未有的影响， 在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 全国上下共

同努力， 有效控制疫情， 不失时机推动复工复

产，近来经济呈现恢复性增长势头，表现出逐步

回稳态势， 充分展现出中国经济强大韧性和巨

大回旋余地，要坚定发展信心。但国际环境不确

定性仍在增加，形势仍然严峻，国内经济面临的

困难挑战特别是就业压力仍十分突出， 要做好

继续打硬仗的准备。 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按照党中央、国务

院决策部署， 做好疫情常态化防控， 紧紧围绕

“六稳”“六保” ， 全面落实助企纾困和激发市

场活力规模性政策，更大力度推进改革开放，稳

住经济基本盘，保住基本民生，有效防范风险，

努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

李克强说，要增强宏观政策实施的时效性，

着力保就业保民生保市场主体。 坚持并全面落

实积极的财政政策、稳健的货币政策和就业优

先政策，对企业更大规模减税降费让利。 今年

通过改革建立了新增财政资金直达基层的机

制，要确保尽快见效、惠企利民；保持流动性合

理充裕，进一步推动缓解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

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运用现代技术手段发展

普惠金融，做到既有效增加信贷投放量又明显

降低综合融资成本。多措并举帮助大学毕业生、

返乡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对劳动密集型企

业实施差异化的税费、金融支持政策，鼓励吸纳

更多就业。

李克强指出， 要坚持以改革开放为动力，

充分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增强发展韧性。进一

步深化“放管服” 改革，优化营商环境，更大发

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

府作用。完善创业创新生态，吸引集聚人才，大

力发展工业互联网，以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催

生更多新业态新模式，培育在更大开放条件下

参与国际竞争合作新优势。用改革的办法更大

释放消费潜力，通过线上线下融合拓展农产品

销售和出口产品内销等新空间，丰富优质消费

品供给，引导消费升级。 发挥政府投资作用，

带动社会力量投入，推进“两新一重” 等项目

建设， 以有效投资拉动相关产业发展和增加

就业。

孙春兰、胡春华、刘鹤、王勇、肖捷、何立峰

参加座谈会。

■

今日视点

久久为功 构建市场

“零容忍”长效机制

□

本报记者 昝秀丽

国务院金融委11日召开会议， 部署七项具体

措施全面落实对资本市场违法违规行为 “零容

忍”要求。 这将进一步优化资本市场生态，更为重

要的是，将建立健全对资本市场造假的“零容忍”

长效机制。

今年以来， 监管部门屡次强调严打资本市场

造假欺诈行为。 从近期证监会采取的一系列行政

监管措施可以看出，处罚数量不断增多、频率明显

加快， 持续释放重拳打击欺诈造假行为的强烈信

号。 然而，制度建设短板犹存，资本市场违法犯罪

成本仍较低，跨部门监管协调不够畅通，从源头上

遏制违法犯罪行为的挑战较大。可喜的是，此次金

融委明确提高刑罚力度，依法及时启动“集体诉

讼” ， 成立 “打击资本市场违法活动协调工作小

组”等举措，将构建资本市场“零容忍”长效机制。

首先，提高刑罚力度，强化立体追责体系的威

慑力。 目前，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已在中国人大

网公布，草案完善了证券犯罪规定，包括提高欺诈

发行股票、债券罪和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

的刑罚等，将实现证券法与刑法之间的同频共振。

此外，包括行政处罚、刑事追责、民事赔偿及诚信

记录在内的资本市场立体追责体系已经建立，多

种手段综合发力将显著提升违法违规成本， 震慑

财务欺诈行为。

其次，补齐制度建设短板，推动建立具有中国

特色的集体诉讼制度落地生根。 一是全面推行注

册制背景下，亟待完善市场化约束机制，保护投资

者利益。 注册制的本质就是要强调市场化的运行

逻辑，强化事中事后监管。美国等成熟市场的成功

经验之一就在于建立了一套成熟且完备的证券集

团诉讼制度，允许律师对集团诉讼进行风险代理，

提升监管效率， 维护中小投资者的权益。 （下转

A02版）

头版写意图片头版写意图片视觉中心数据

长江中下游洪水洪峰顺利通过汉口江段

13日17时，长江干流汉口站水位28.74米，较之前的洪峰水位28.77米有所下降。 长江中下游洪水洪峰顺利通过汉口江段。

长江水利委员会水文局实时水情监测显示，汉口站12日20时涨至28.76米，随后出现波动，至12日23时出现洪峰水位28.77米。汉口站本轮洪

峰水位，居1865年以来第4位，仅次于1954年、1998年和1999年。

根据此前预测，汉口站在14日出现洪峰水位，峰值在29米左右，排历史最高水位第3位。长江委水文局长江水文情报预报中心总工程师冯宝

飞说，预测之所以出现“偏差” ，主要是受上游水库群调蓄影响，此轮洪水峰值下降且提前现峰。

图为上涨的江水已淹到汉口江滩一级亲水平台（7月13日摄，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图文

金价大涨催热回购业务

“黄金大妈”是走是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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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行“超级周”开启

新基金追求“大而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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