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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停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停牌时间及进展安排

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正在筹划重大事项，该事项尚存在不确定

性，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2014年8月13日开市起

停牌。 公司分别于2014年8月13日、8月20日在《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及巨潮资讯网上披露了《重大事项停牌公告》、《重大事项继续停牌公告》。

目前，公司确定筹划的购买资产事项为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自2014年8月27日

开市起继续停牌。 公司债券（债券简称：12芭田债，债券代码：112149）在公司停牌期间正常交易，不停

牌。 公司计划在2014年9月26日前（不超过30个自然日）披露符合《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

与格式准则第 26�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申请文件》 要求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预案 （或报告

书），公司股票将在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并公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预案（或报告书）后复牌。

如公司未能在上述期限内披露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预案（或报告书），公司将根据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推进情况确定是否向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交易所” ）申请延期复牌。 公司未提出延期复牌申请

或延期复牌申请未获交易所同意的，公司股票将于2014年9月26日开市起复牌，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承诺自公司股票复牌之日起三个月内不再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 公司提出延期复牌申

请并获交易所同意的，公司累计停牌时间不超过3个月，如公司仍未能在延期期限内披露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预案（或报告书），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承诺自公司股票复牌之日起六个月内不再筹

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

如本公司在停牌期限内终止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 公司将及时披露终止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相关公告，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承诺自复牌之日起三个月内不再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事项，公司股票将在公司披露终止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相关公告后恢复交易。

公司股票在停牌期间，将根据相关规定，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进展情

况公告。

二、风险提示

公司筹划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三、备查文件

1、经董事长签字及董事会盖章的停牌申请；

2、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市芭田生态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四年八月二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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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嘉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终止筹划重大事项暨公司股票复牌的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会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广东嘉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筹划资产收购项目，公司股票自

2014年8月7日开市起停牌，并于2014年8月7日发布了《重大事项停牌公告》（公告编号：

2014-033）， 于2014年8月14日、21日发布了 《重大事项继续停牌公告》（公告编号：

2014-034、2014-035）。 详细内容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

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自公司股票停牌之日起，公司严格按照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

规定，组织相关各方积极有序推进本次重大事项涉及的各项准备工作。 为促进本

次重大事项的顺利实施，公司与交易对手方就本次重大事项进行了反复磋商和沟

通，但截止到 2014�年 8�月26日，双方在一些关键问题上未能达成一致意见。 从维护

全体股东利益出发，经与相关各方协商及审慎研究，公司决定终止筹划本次重大事项。公司

董事会对于本次筹划重大事项股票停牌给广大投资者造成的不便，深表歉意。

经公司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 公司股票于 2014�年 8�月27日上午开市起复牌，请

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嘉应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4年8月26日

1897家公司

存货增长9.37%

□

本报记者 于萍

截至8月26日， 两市共有1897家上市

公司披露了上半年存货数据，6月末这些

公司的存货总额较年初增长9.37%。 在剔

除房地产行业后，存货较年初微增1.47%。

通信、计算机、交通运输等行业上半年存货

增幅居前， 钢铁等行业则受到存货跌价的

影响。 楼市低迷加剧了房地产公司去库存

的压力。

存货小幅增长

Wind数据显示， 有可比数据的1897

家上市公司6月末的存货总额为3.96万亿

元，较年初增长9.37%。 在剔除房地产行

业后，这些存货共计2.16万亿元，较年初

微增1.47%。

今年以来， 上市公司存货基本保持小

幅增长的态势。 如果从存货占总资产的比

重看，6月末该占比为7.42%， 年初时为

7.38%。 不过分公司来看，一些上市公司上

半年库存出现明显增长， 共有150家公司

存货较年初增幅超过50%，其中有54家公

司存货翻番。

ST金泰是上半年存货增长势头最猛

的公司之一。 截至6月末， 该公司存货为

5783.94万元，较年初增长了3305%。 从存

货分类看， 公司库存商品较年初增加了

5601万元，成为导致存货数额增加的主要

原因。 上半年该公司实现营业收入6.65亿

元， 与公司预期2014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约25亿元存在较大差距，主要原因是上半

年为黄金珠宝销售的淡季、营运资金不足

对公司承接黄金珠宝贸易订单产生限制

所致。

海澜之家上半年的存货额也出现明显

增长。公司6月末存货达到52.39亿元，较年

初增长855%。 公司存货中的原材料、产成

品、库存商品均出现明显增长。 此外，宁波

热电、博元投资、飞马国际、深中华A等公

司的存货较年初也出现大幅增长。

相比之下， 还有621家公司的存货较

年初下跌。 由于将原材料计价方法由计划

成本法变更为实际成本法， 大连热电的存

货额较年初的下降幅度超过80%。 廊坊发

展、香梨股份、东方热电等多家公司的存货

也出现明显减少。

通信行业库存猛增

分行业看，通信、计算机、交通运输等

行业的存货增幅居前。钢铁、地产等行业则

在努力降低存货。

47家通信类公司上半年存货达到

488.25亿元，较年初增长25%。 其中，高鸿

股份、深信泰丰、海格通信等公司存货涨幅

居前。高鸿股份6月末存货达到19.09亿元，

较年初增长179.85%。 113家计算机类公司

以及50家交通运输类公司上半年存货分

别较年初增长20%和16%。

由于矿石价格下跌， 一些钢铁企业库

存受到影响，对业绩产生了一定冲击。韶钢

松山表示，上半年公司库存较高，处在被动

去库存的环节，导致铁成本偏高，竞争力下

降，经营出现较大亏损。 钢材不景气，钢铁

上游的焦化企业也受到冲击。 部分焦化企

业库存处于高位，不得不降价出售。四川圣

达对上半年库存原材料及产品计提了减值

准备。

上半年楼市成交低迷， 一些地产企

业也面临去库存难题。 96家上市房企上

半年存货合计1.81万亿元， 较年初增长

11%。 中洲控股上半年存货较年初增长

了75%。 虽然公司上半年净利润同比增

长33.91%， 但销售面积和销售额分别同

比下降了38%和6.4%。金地集团表示，去

库存仍是下半年市场主基调， 公司将提

高库存资源的整体销售率， 控制合理的

动态存销比。

非经常性损益助力

131家公司“扭亏为盈”

□

本报记者 张玉洁

上市公司中报披露已近尾声。截至8月26日记者发稿时，有

2077家上市公司发布中期业绩报告。 2077家公司共计实现净

利润6678.1亿元，同比增长12%。 除主业的贡献之外，非经常性

损益也提升了部分公司的业绩， 甚至有131家企业在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呈现亏损状态。

部分公司业绩水分大

Wind数据显示，在6678.1亿元净利润中，报告期内非经常性损

益达321.5亿元， 占比为4.8%。 而去年同期， 非经常性损益总额为

287.6亿元，同比增长12%，在整体净利润中占比为4.8%。业内人士认

为，今年上半年，非经常性损益增速略微高于净利润增速，同时其对

整体业绩的影响在增加。在一些公司，非经常性损益更是成为业绩增

长乃至扭亏的利器。

Wind数据显示，2077家企业中浙能电力等197家公司非经常

性损益为零。 有226家企业非经常损益为负，剩下1654家企业的非

经常性损益对公司业绩影响较为正面。 其中，1820家实现盈利的上

市公司中， 非经常性损益在净利润比重超过30%的企业有365家。

其中，有131家企业在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呈现亏损状态。 这显示

出在经济增速乏力的背景下， 一些上市公司希望通过非经常性损

益来补贴业绩。

不过，也有部分企业在报告期内非经常性损益项目拖累了业绩。

兰花科创半年报显示，2014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25.72亿元，

完成年初计划68亿元的37.82%，同比下降16.79%。 公司实现净利润

总额为-793.5万元，同比下降101.5%；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公司实

现净利润为1.85亿元，同比下降73.5%。 随着二季度后期尿素行业价

格回升出现回暖迹象，预计下半年公司业绩将转好。

“增光添彩” 方式多

一般来说，上市公司可以通过政府补贴、投资收益等多种方式为

业绩“增光添彩” 。

首先是政府补贴。 在非经常性收益中，最常见的是政府补贴，近

年来政府补贴已经超过流动资产处置日益成为非经常性损益的主要

来源之一。 数据显示，已公布中报的上市公司共计收到179.5亿元政

府补贴，在非经常性损益中占比超过50%，政府补贴规模较去年同期

增长了20%。

TCL报告期内收到政府补贴共计5.6亿元，非经常性损益对该

公司净利润的贡献超过62%。 此外，获得政府补贴金额较多、该项

资金对公司利润贡献较大的公司多集中在汽车行业。 比亚迪上半

年收到政府补贴共计3.28亿元，同期公司净利润为3.6亿元；福田

汽车上半年收到政府补贴2.45亿元， 非经常性损益达2.8亿元，而

公司同期净利润为2.88亿元， 政府补贴可谓对公司业绩起到了关

键作用。

其次是投资收益。 王府井半年报显示， 公司上半年实现净利润

3.78亿元，同比增长2.1%；扣非后净利润为3.16亿元。 公司的非经常

性损益主要为委托理财收益5800万。 通过理财收益，公司成功实现

业绩增长。

还有一些ST公司则经常通过出售资产扭亏。 *ST中富今年通过

出售全资子公司珠海嘉衡商贸有限公司100%股权及公司部分土地

房屋资产移交共获得利润7700万元。通过处置资产的收入，*ST中富

中期实现净利润1亿元，同比增长247%。

527家公司三季报预喜

在半年报火热披露的同时， 很多

上市公司也披露了三季报业绩预告。

从已经披露的760家上市公司三季报

业绩预告来看，527家上市公司业绩预

喜， 占已公布三季报业绩预告上市公

司总数的69.34%。

一直维持业绩高速增长的大富

科技引人注目。公司三季报业绩预告

显示，2014年1月至9月实现净利润

变动区间45872.37万元至48422.37

万 元 ， 同 比 增 加 8230.43% 至

8693.52%。 公司表示，随着全球移动

互联网行业的快速发展和通信市场

的大规模启动，公司销售收入稳定增

长，主营业务净利润将大幅上升。 此

外，大庆华科、山东如意等公司业绩

也较为抢眼。

展望三季度A股上市公司盈利增

速，部分机构预期却不甚乐观。 广发证

券指出，A股上市公司三季报增速将再

次回落，全年盈利回落趋势未变。 A股

上市公司今年中报的业绩增速回升，

一个原因在于今年一季度业绩增长太

差，形成一个比较低的基准；第二个原

因在于二季度政策放松力度确有增

强， 从而使得宏观数据企稳回升，对

企业盈利形成支撑。 但进入三季度，

首先将面临一个非常高的基数 （剔

除金融类公司，上市公司在去年三季

度的单季增速高达22.5%）， 其次虽

然政策不断放松，但从中观看并未带

来明显改善，主要原因在于地产销售

和投资仍在下降，从而使得地产产业

链未激活。 如果三季度这个格局仍未

改善的话，那么企业盈利增速可能再

次出现回落。

已披露半年报的2077家公司整体净利润增长12%

上市公司业绩增速回升 新兴产业表现抢眼

□

本报记者 任明杰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净利润（万元） 同比增速（%）

300188

美亚柏科

1727.04 9259.96

000985

大庆华科

1841.57 7950.69

601002

晋亿实业

9485.83 3552.95

002068

黑猫股份

2986.44 2760.87

000949

新乡化纤

4217.94 2679.59

002637

赞宇科技

3212.58 2616.35

600051

宁波联合

11036.69 2571.03

002387

黑牛食品

728.56 2174.66

000518

四环生物

2286.65 2035.51

600598 *ST

大荒

99133.51 2010.2

600537

亿晶光电

10331.47 1933.61

600290

华仪电气

7407 1508.26

300134

大富科技

37459.17 1330.91

000627

天茂集团

17692.9 1103.66

002019

鑫富药业

10712.98 1041.06

300051

三五互联

409.57 1023.02

002562

兄弟科技

1266.47 976.2

300028

金亚科技

1034.72 960.75

000678

襄阳轴承

1611.61 932.22

000034

深信泰丰

5159.92 921.5

截至

26

日， 已有

2077

家

上市公司公布半年报，这些

公司共实现净利润

6678.1

亿元，同比增长

12%

。 上市

公司整体盈利增速较一季

度有所回升，创业板公司整

体业绩增速则出现回调。伴

随着经济转型，各行业呈现

出“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

焰”的景象。一方面，与经济

周期密切相关的传统行业

出现下滑；另一方面，与新

兴产业相关的 “新经济”行

业表现靓丽。

部分上市公司中报业绩

数据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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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板公司业绩增速放缓

已经公布半年报的上市公司整体

盈利情况较一季度略有回升。 今年一

季度，A股上市公司盈利增速连续四

个季度逐季回升后首度大幅低于市场

预期， 一季报整体增速仅为8.2%，与

2013年年报14.2%的盈利增速相去甚

远；如果剔除金融类公司，盈利增速

更只有2.9%，而2013年年报这一数据

为13%。

渤海证券认为， 主板的业绩增速

呈现微升格局， 但其主要原因来自于

中石化等公司盈利增速由负转正，剔

除这些权重公司的影响， 主板的增速

水平将低于前值。 这显示出房地产投

资回落背景下， 尽管二季度国内经济

有所恢复， 但对传统行业的利好程度

依旧有限。 而在中小市值板块方面，中

小板已发布业绩公司的盈利增速高于

这些公司一季度增速约5个百分点，创

业板公司业绩增速则低于一季度约5

个百分点， 显示两板块较一季度表现

有所分化。

创业板盈利增速回调无疑最为市

场所关注。业内人士认为，从已公布半

年报的379家创业板公司情况看，净

利润总额为148.18亿元， 同比增速为

14.66%，相较于一季度的业绩增速下

滑约2.16个百分点。

此前， 创业板公司业绩自2013

年一季度以来一直处于加速上升状

态，特别是今年一季度，相对于主板

公司盈利增长的明显减速， 创业板

公司盈利增长仍在加速， 一季度整

体业绩增速为17.6%。 但从半年报

情况看，业内人士认为，创业板公司

业绩在连续五个季度加速后首次出

现减速。

当然，创业板内部分化明显。 从

已经发布中报的公司情况看，创业板

中市值处于前50%的权重股盈利增

速明显放缓，但二三梯队公司的盈利

增速持平或有所增长。 但市场预计，

二三梯队公司的盈利增速在第三季

度也将随之放缓。

广发证券此前预计， 创业板

公司业绩高点是今年一季度 ，接

下来会逐季减速 ， 全年增速约为

10%左右 。

新兴产业表现靓丽

伴随着中国经济的转型， 各行业

也呈现出“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

的景象。 一方面，房地产、钢铁、煤炭、

有色等与经济周期密切相关的传统行

业出现下滑；另一方面，新兴产业则表

现靓丽。

以房地产行业为例， 受上半年行

业低迷影响，在144家房地产上市公司

中，已经公布半年报的104家上市公司

共实现净利润285.99亿元， 同比下降

2.22%。 其中，55家上市房企净利出现

负增长，荣丰控股、金丰投资、嘉凯城、

同达创业、大龙地产、沙河股份、国兴

地产等上市公司净利降幅均在100%

以上。

对于传统型周期行业的前景，招

商证券指出， 下半年经济有望低位企

稳，但明显复苏的可能性不大，因此周

期性行业业绩难有大的改观。 同时，企

业面临的实际利率仍然高企， 将继续

压制传统周期性行业。

经济转型的另一端则是电子 、

医药等新兴产业在内的所谓的 “新

经济” 行业。 招商证券认为，无论是

食品饮料和生物医药等消费领域，

还是电子、传媒等新兴产业，都将长

期受益于经济结构转型。 在经历了

2012年净利润大幅下滑后， 消费和

新兴产业相关的行业盈利能力明显

回升，电子、汽车、医药、电气设备等

行业盈利增速均保持高水平， 景气

度较高。

以电子行业为例， 截至记者发稿

时为止， 在137家电子行业上市公司

中， 已有114家上市公司公布了半年

报，65家上市公司业绩实现同比正增

长。 其中，联建光电、宇顺电子、华灿光

电、春兴精工、洲明科技等上市公司的

业绩增速在100%以上。

部分券商继续看好下半年电子行

业的业绩。 申银万国证券指出，上半年

处于苹果和三星等高端机种的发布空

档期，加之4G基础建设进度的延缓，智

能手机市场整体需求不强。 下半年苹

果将在产品线上发生重大变化， 主力

iPhone� 6升级到4.7寸，新增5.5寸大屏

iPhone� Air。另外，三星也会在三季度

发布新品Galaxy� Alpha/F、Galaxy�

Note4以及Galaxy� Tab。 联发科推出

的4G八核智能手机芯片MT6595打破

高通在4G手机芯片上的垄断地位，预

计将于三季度上市， 作为国产旗舰机

解决方案将进一步刺激下半年4G手机

的出货量。

CFP图片 制图/尹建

已披露半年报的2077家公司整体净利润增长12%

上市公司业绩增速回升 新兴产业表现抢眼

本报记者 任明杰

截至26日，从已经公布半年报的2077家上市公司情况看，这些公司共计实现净利润6678.1亿元，同比增长12%。 上市公司整体盈利情况较一季度有所回升，备受市场关注的创业板公司整体业绩则出现回调。 伴随着经济转型，各行业呈现出“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的状况。 一方面，与经济周期密切相关的传统行业滑入深渊；另一方面，与新兴产业相关的“新经济”行业则表现靓丽。

创业板公司业绩回调

总体看，已经公布半年报的上市公司整体盈利情况较之一季度略有回升。 今年一季度，A股上市公司盈利增速连续四个季度逐季回升后首度大幅低于市场预期，一季报整体增速仅为8.2%，与2013年年报14.2%的盈利增速相去甚远；如果剔除金融类公司，盈利增速更只有2.9%，而2013年年报这一数据为13%。

渤海证券认为，主板的业绩增速呈现微升格局，但其主要原因来自于中石化等公司盈利增速由负转正，剔除这些权重公司的影响，主板的增速水平将低于前值。 这显示出房地产投资回落背景下，尽管二季度国内经济有所恢复，但对传统行业的利好程度依旧有限。 而在中小市值板块方面，中小板已发布业绩公司的盈利增速高于这些公司一季度增速约5个百分点，创业板公司业绩增速则低于一季度约5个百分点，显示两板块较一季度表现有所分化。

创业板盈利增速回调无疑最为市场所关注。 业内人士认为，随着半年报披露渐入尾声，创业板业绩高增长被“证伪”已是板上钉钉。 从已公布半年报的379家创业板公司情况看，净利润总额为148.18亿元，同比增速为14.66%，相较于一季度的业绩增速下滑约2.16个百分点。 此前，创业板公司业绩自2013年一季度以来一直处于加速上升状态，特别是今年一季度，相对于主板公司盈利能力的明显减速，创业板公司盈利能力仍在加速，一季度整体业绩增速为17.6%。 但从半年报情况看，业内人士认为，创业板公司业绩在连续五个季度加速后首次出现减速。

当然，创业板内部分化明显。 从已经发布中报的公司情况看，创业板中市值处于前50%的权重股盈利增速明显放缓，但二三梯队公司的盈利增速持平或有所增长。 但市场预计，二三梯队公司的盈利增速在第三季度也将随之放缓。 广发证券此前预计，创业板公司业绩高点是今年一季度，接下来会逐季减速，全年增速约为10%左右。

新兴产业表现靓丽

伴随着中国经济的转型，行业情况也呈现出“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的现象。 一方面，房地产、钢铁、煤炭、有色等与经济周期密切相关的传统行业滑入深渊；另一方面，新兴产业则表现靓丽。

以房地产行业为例，受上半年行业低迷影响，在144家房地产上市公司中，已经公布半年报的104家上市公司共实现净利润285.99亿元，同比下降2.22%。 其中，55家上市房企净利出现负增长，荣丰控股、金丰投资、嘉凯城、同达创业、大龙地产、沙河股份、国兴地产等上市公司净利降幅均在100%以上。

对于传统型周期行业的前景，招商证券指出，下半年经济有望低位企稳，但明显复苏的可能性不大，因此周期性行业业绩难有大的改观。 同时，企业面临的实际利率仍然高企，将继续压制传统周期性行业。

经济转型的另一端则是电子、医药等新兴产业在内的所谓的“新经济”行业。 招商证券认为，无论是食品饮料和生物医药等消费领域，还是电子、传媒等新兴产业，都将长期受益于经济结构转型。 在经历了2012年净利润大幅下滑后，消费和新兴产业相关的行业盈利能力明显回升，电子、汽车、医药、电气设备等行业盈利增速均保持高水平，景气度较高。

以电子行业为例，截至记者发稿时为止，在137家电子行业上市公司中，已有114家上市公司公布了半年报，65家上市公司业绩实现同比正增长。 其中，联建光电、宇顺电子、华灿光电、春兴精工、洲明科技等上市公司的业绩增速在100%以上。

部分券商继续看好下半年电子行业的业绩。 申银万国证券指出，上半年处于苹果和三星等高端机种的发布空档期，加之4G基础建设进度的延缓，智能手机市场整体需求不强。 下半年苹果将在产品线上发生重大变化，主力 iPhone� 6升级到4.7寸，新增5.5寸大屏iPhone� Air。 另外，三星也会在三季度发布新品Galaxy� Alpha/F、Galaxy� Note4以及Galaxy� Tab。 联发科推出的4G八核智能手机芯片MT6595打破高通在4G手机芯片上的垄断地位，预计将于三季度上市，作为国产旗舰机解决方案将进一步刺激下半年4G手机的出货量。

527家公司三季报预喜

在半年报火热披露的同时，很多上市公司也披露了三季报业绩预告。 从已经披露的760家上市公司三季报业绩预告来看，527家上市公司业绩预喜，占已公布三季报业绩预告上市公司总数的69.34%。

一直维持业绩高速增长的大富科技引人注目。 公司三季报业绩预告显示，2014年1月至9月实现净利润变动区间45872.37万元至48422.37万元，同比增加8230.43%至8693.52%。 公司表示，随着全球移动互联网行业的快速发展和通信市场的大规模启动，公司销售收入稳定增长，主营业务净利润将大幅上升。 此外，大庆华科、山东如意等公司业绩也较为抢眼。

展望三季度A股上市公司盈利增速，部分机构预期却不甚乐观。 广发证券指出，A股上市公司三季报增速将再次回落，全年盈利回落趋势未变。 A股上市公司今年中报的业绩增速回升，一个原因在于今年一季度业绩增长太差，形成一个比较低的基准；第二个原因在于二季度政策放松力度确有增强，从而使得宏观数据企稳回升，对企业盈利形成支撑。 但进入三季度，首先将面临一个非常高的基数（剔除金融类公司，上市公司在去年三季度的单季增速高达22.5%），其次虽然政策不断放松，但从中观看并未带来明显改善，主要原因在于地产销售和投资仍在下降，从而使得地产产业链未没激活。 如果三季度这个格局仍未改善的话，那么企业盈利增速可能再次出现回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