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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中期业绩预增幅度较大的上市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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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业绩预喜频传 新兴产业领跑

本报记者 张玉洁

截至5月10日记者发稿时，Wind数据显示，沪深两市共有966家公司披露上半年业绩预告，预喜公司超过600家，占比逾六成。 业内人士认为，从已披露的预告来看，上市公司上半年业绩轮廓逐渐清晰，以通信、传媒、电子、医药等行业为代表的“新经济”仍然领跑，采掘、钢铁、地产等传统行业延续业绩低迷格局。

传媒汽车表现出色

Wind数据显示，已经披露上半年业绩预告的966家上市公司中，除20家业绩不确定外，预增、略增、续盈、扭亏企业数目分别为155家、271家、133家和43家，共计602家，占比达62.3%。 业绩报忧公司方面，首亏和续亏公司分别为74家和98家。

板块方面，目前披露预告的主板公司157家，中小板公司744家，创业板公司65家。 目前中小板披露及基本完成，其中预喜公司520家（预增、略增、续盈、扭亏）、预忧公司224家（预减、略减、首亏、续亏）。 总体看，预喜公司占比69.89%。 按照预增中值估算，在剔除不可比因素后，733家中小板公司上半年净利润同比增长21.8%，较一季度的业绩增速提升8个百分点。

行业表现方面，业绩预喜公司中，TMT、电气设备制造、化学原料制造、医药、汽车制造等行业预喜公司家数较多，分别达到104家、67家、56家、41家和23家。 值得注意的是，电气设备制造和化学原料制造行业中子行业分化较严重，预喜公司数目较多并不能反映行业已经出现反转，业绩增长的公司仍主要集中于风电、新材料等复苏明确的子行业上下游产业链公司中。

其中，传媒、汽车和医药行业中实现2014年年报、2015年一季报、今年半年报业绩“三连增”的公司占比位居前列。 数据显示，前述三个行业中实现业绩“三连增”的公司占比均超过50%以上。 券商分析人士指出，受需求和行业高景气周期推动，传媒板块仍维持高成长。 汽车板块方面，在政策持续加码背景下，今年新能源汽车将继续加速普及，公交、公务、物流等领域将成主力，规模维持快速增长。

三大因素提升盈利

在单个公司业绩表现方面，若以净利同比增长下限计算，有460家公司预计实现利润增长，预计净利增速在50%以上公司有147家，净利翻倍的公司约为101家。 其中，中钢国际、顺荣三七、海翔药业等10家公司上半年净利增速预计在10倍以上。

与往年类似，低基数、并购重组、业绩反转仍是公司业绩暴增的主要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并购重组在中小板和创业板公司业绩增长的作用较明显。 数据显示，在净利增速排名前二十的公司中，业绩增长主要来自于资产重组及收购资产并表的案例约占六成以上。 目前净利增速最大的是中钢国际，公司预计报告期内实现净利润20000-25000万元，同比增长15647.26-19534.08%，业绩扭亏主要是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成后，置入资产持续盈利能力较强，使公司业绩扭亏。

还有部分公司的业绩高成长来自于处理公司资产等非经常性损益。 深圳惠程预计上半年实现净利7396.78至7500.96万元，同比增长3450%至3500%，公司业绩大涨的主要原因是处置子公司股权产生投资和转让收益。 去年年底至今的牛市也使投资收益成为一些公司业绩增长的“引擎”。 兰生股份表示，根据证券市场行情，公司于4月继续减持海通证券股票，截至2015年4月22日，公司共减持海通证券股票1635万股，预计上半年累计净利润同比增长620%以上。 值得注意的是，兰生股份自去年年底以来多次减持海通证券股票。 公司一季报显示，公司实现净利7174.94万元，同比大增681.33%，扣非后净利仅增长19.9%。

尽管不少公司的业绩大幅增长来自于非经常性收益，但也有一些公司业绩增长来自主业改善。 恒顺众昇预计报告期内实现净利17700万元-18700万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058%-1123%。 公司透露，目前公司在执行订单约10亿元，按照生产计划，半年度产值较去年同期有大幅增长，导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大幅增加。 云南盐化和沃华医药的业绩增长主要来自于产品价量提升。

此外，部分周期性行业景气度提升也使得相关公司业绩迎来逆转。 由于油价企稳反弹，使得石化下游产品价格得到成本支撑，同时减轻了存货损失计提准备，聚酯产业链公司业绩迎来大幅度提升。 相关公司荣盛石化和恒逸石化预计实现净利润均为10000至20000万元之间，相较去年同期至少增长2.5倍以上。 近期随着猪肉价格上涨，牧原股份预计上半年公司扭亏为盈，预计实现净利3000至10000万元。 公司同时表示，未来生猪市场价格的大幅下滑以及疫病的发生、原材料价格的上涨等因素，仍然可能造成公司业绩下滑，上半年业绩仍存在不确定性。

上述部分行业业绩暴增股得到了不少机构的青睐。 市场人士指出，经历了快速上涨后，近期A股市场出现了大幅调整，未来公司业绩等基本面因素有望得到资金的重视。

从机构持股情况来看，公开资料显示，联络互动被10家机构青睐，机构持股达1775.95万股，占流通股比为30.7%。 机构持股比率较高的是牧原股份，9家机构合计持股占流通股比超过45%。 此外，天齐锂业、顺荣三七等7只个股机构持股占流通股比均超过20%。

钢铁采掘延续低迷

受与宏观经济增速放缓、PPI连续下跌、工业增加值同比迅速回落影响，钢铁、采掘、地产等行业上半年业绩仍相对低迷。

目前披露预告的12家上市钢企除一家业绩预期为不确定外，无一预增。 重庆钢铁、马钢股份、西宁特钢、三钢闽光等公司均预计上半年亏损。 4月以来，钢材价格指数延续小幅下降走势，4月第三周中国钢铁工业协会披露的钢材综合价格指数跌至73点，创下该指数新低。 由于钢价持续低迷、下游需求不旺，钢铁行业半年报业绩难以乐观。

煤炭行业是另一重灾区，目前已经公布业绩预告的煤炭上市公司中，8家公司报忧，其中4家公司预计亏损。

受益于近期一系列刺激政策，4月房地产销量回升，但由于结算周期所限，销售回暖目前难以在房企业绩中体现。 在已经披露半年报业绩预告的31家上市房企中，仅有9家房企预增或扭亏。 南国置业、广宇集团等10家公司预计上半年亏损。

目前预计亏损金额最大的是苏宁云商，公司尽管预计二季度商品销售规模将继续保持较快增长，同比增长约30%，但当季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额预计为25000万元至35000万元。 预计上半年净利润亏损总额为58192.3万元至68192.3万元。

此外，ST公司上半年业绩也不容乐观。 目前已经公布业绩预告的20家ST公司中，除*ST集成和*ST华锦等三家公司顺利扭亏外，其余17家公司上半年业绩均告亏损。 其中*ST成城等15家公司预计续亏。 从这些公司的业绩来看，单纯依靠主业已经难以使公司在下半年扭亏。

“互联网+” 公司业绩向好

□

本报记者 欧阳春香

“互联网+” 在资本市场引发追

捧，上市公司纷纷转型搭上“互联网+”

东风。 “互联网+” 概念公司展现出了

业绩实力，这一板块超七成公司业绩预

喜。 整体来看，互联网+金融、互联网+

教育、互联网+旅游、互联网+医疗等板

块业绩表现抢眼。

超七成公司预喜

据中国证券报记者不完全统计，

2015年以来，传统行业（剔除计算机和

通信） 共有87家上市公司通过并购等

方式布局“互联网+” ，主要涉及商业

贸易、化工、农业、电气设备等行业，而

上市公司的转型方向也包括互联网金

融、互联网医疗、互联网汽车、在线教

育、互联网农业等各个领域。

Wind数据统计，在上述87家上市

公司中， 有36家发布了半年报业绩预

告。 其中，预增17家、续盈8家、扭亏2

家， 预减3家、 亏损6家， 预喜比例占

75%。

百圆裤业以598%的净利润增幅居

首，预计今年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净利润为7384.61-7954.41万元，业

绩增长的原因是子公司环球易购利润

预计有较大幅度增长。 今年一季度公

司的净利润增幅高达1184%。

作为较早转型 “互联网+” 的公

司， 百圆裤业传统业务为男女裤装的

生产销售， 由于国内纺织服装行业低

迷， 公司2012年、2013年业绩一直处

于亏损状态。 去年7月，百圆裤业砸10

亿元收购环球易购100%股权开始了

转型之路， 至今公司已收购了三家跨

境电商。 公司近日公告，将更名为“跨

境通宝” ， 公司名称与主营范围的改

变， 标志着其跨境电商的发展方向愈

发坚定。

此外，还有骅威股份、大东南、荣信

股份、道明光学、爱施德6家公司半年

报净利润预计增幅超100%。

不过，在转型“互联网+” 公司

中，也不乏业绩连年亏损的公司。 主

业增长乏力的压力迫使它们通过拥

抱互联网寻找新的盈利增长点，谋求

业务转型。

主营业务为以凹印油墨为主的各

类印刷油墨生产销售的乐通股份就是

其中一个典型。 公司一季度和上半年

净利润同比增长率分别为-338%和

-188%。 业绩大幅下滑的原因是行业

景气度下滑、需求不振，主营业务产品

激烈的市场竞争等不利影响。乐通股份

5月4日公告，公司拟以现金2.73亿元收

购互联网营销企业轩翔思悅75%股权。

公司确立了“互联网+” 的战略升级思

路，本次收购揭开了公司“互联网+”

的战略升级序幕。

细分领域表现抢眼

细分领域来看， 热门的互联网金

融、智慧农业、智慧医疗、在线教育等板

块业绩均表现不俗，一些参与其中的上

市公司业绩表现出后发优势。

在互联网金融板块，38家相关概

念上市公司中有18家发布了中报业绩

预告，其中12家公司业绩预喜，占比近

七成。 最新统计显示，今年一季度国内

互联网金融市场整体规模超过10万亿

元， 预计2015年国内的互联网金融用

户将达到 4.89亿人 ， 渗透率达到

71.91%。

其中， 二三四五一季度业绩猛增

400%，预计上半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约为1.2亿-1.4亿元。 公司

净利润的高增长主要来自并表影响，由

于2014年9月公司完成了发行股份收

购上海二三四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100%股权之重大资产重组， 并将其纳

入合并报表范围，因此今年业绩实现翻

倍增长。

智慧农业板块成为增长较为强劲

的“互联网+” 细分市场。 10家已预告

业绩的相关上市公司中8家预增，预喜

比例为80%。今年前两季度，司尔特、辉

隆股份、金正大、史丹利、诺普信、新都

化工、辉丰股份等公司业绩均实现连续

增长。

司尔特预计今年上半年净利润最

大增幅70%，今年一季度公司净利润增

长44%。 作为化肥龙头，司尔特去年底

在上海自贸区内设立的全资子公司上

海司尔特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已开始运

转。目前，公司拟定增募资不超过10.28

亿元，其中2.06亿元用于司尔特O2O农

资电商服务平台建设项目。

在智慧医疗板块，达实智能、鱼跃

医疗、焦点科技、延华智能均实现不同

程度的增长。华邦颖泰预计今年上半年

净利润3.1亿-3.8亿元， 净利润最大增

幅为65%。

21家在线教育概念公司中9家已

经披露半年报业绩预告，5家公司业绩

预喜。 转型“互联网+教育” 的拓维信

息预计今年上半年净利润最大增幅

260%， 公司一季度净利润同比增幅达

400%倍。

并购重组提振部分公司上半年业绩

□

本报记者 欧阳春香

梳理上市公司半年报业绩预告，

“并购” 成为推动公司业绩高增长的一

个重要关键词。Wind数据统计，A股涉

及并购事项的310家上市公司， 有113

家发布了半年报业绩预告，预喜比例超

六成。在净利润同比增幅前十名的上市

公司中，有5家涉及并购重组概念。 业

内人士指出，2014年众多上市公司通

过并购重组实现外延式扩张或产业转

型升级，并购对业绩的提升效应将在今

年上半年逐步显现。

扮靓业绩

2014年A股并购市场延续了2013

年的火爆，A股并购市场无论是交易

数量还是交易规模， 都呈现出了井喷

现象。 清科研究中心数据显示，2014

年国内发生并购案1929起， 同比增长

56.6%；1815起并购披露了金额，涉及

交易金额1184.90亿美元， 同比增长

27.1%， 交易数量与金额双双刷新历

史纪录。

不少在去年进行并购重组或资产

收购的上市公司，外延式扩张的成果开

始在今年半年报业绩中体现。

梳理个股发现，预告净利润同比增

长幅度较高的前十名上市公司包括中

钢国际、顺荣三七、海翔药业、华媒控

股、冠福股份等，这些公司业绩大幅增

长的主要原因都是并购重组。

其中， 中钢国际业绩最大预增幅度

达195.34倍，预计今年上半年净利润为2

亿-2.5亿元。 公司业绩大幅增长的原因

主要是2014年度重大资产重组置入资

产盈利能力增加， 同时公司剥离了亏损

资产。 2014年中钢国际正式完成资产剥

离重组，将中钢吉炭原有石墨、炭素业务

剥离上市公司，并注入中钢设备100%股

权。 公司主营业务变更为工程技术服务

和设备集成及备品备件供应业务。 新置

入的资产持续盈利能力较强。

顺荣三七、海翔药业、冠福股份均

在中报业绩预告公告中表示，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完成后，重组标的纳入合并报

表，是其业绩暴增的主要原因。

并购升温

前述113家发布了半年报业绩预

告的公司中，预增45家、续盈19家、扭

亏9家，预减9家、亏损30家，还有1家不

确定，预喜比例达64%。 其中，盛路通

信、中关村、拓维信息等17家公司上半

年业绩同比增长率超100%。

值得注意的是，处于并购阶段的上

市公司中，也不乏博云新材、山西三维、

天润控股等上半年净利润大幅下滑的

公司。博云新材预计上半年净利润下滑

1406%， 业绩下滑的原因主要是合资

公司霍尼韦尔博云航空系统 (湖南)有

限公司本期仍会形成较大投资亏损。而

天润控股、 中冠A等多家公司表示，公

司上半年净利润大幅下滑的原因是公

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或者重大资产重组

相关费用增加。

进入2015年， 并购重组市场依然

火爆。 Wind数据统计， 从今年年初以

来，首次公告资产重组预案的上市公司

有510家。

专家分析，2015年的并购市场将

延续2014年的火热势头。 2015年国企

改革将全面推行，进而点燃国内企业的

并购激情，国企改革的深化将促进并购

重组在央企和地方国企间“开花” 。 此

外，随着“互联网+” 浪潮席卷A股市

场， 已有许多上市公司通过并购进入

“互联网+” 领域。

部分中期业绩预增幅度较大的上市公司

上半年业绩预喜频传 新兴产业领跑

□

本报记者 张玉洁

传媒汽车行业表现出色

Wind数据显示， 已经披露上半年业绩预告

的966家上市公司中， 除20家业绩不确定外，预

增、略增、续盈、扭亏企业数目分别为155家、271

家、133家和43家，共计602家，占比达62.3%。 业

绩报忧公司方面，首亏和续亏公司分别为74家和

98家。

板块方面， 目前披露预告的主板公司157

家，中小板公司744家，创业板公司65家。 中小

板公司中预喜公司520家（预增、略增、续盈、扭

亏）、预忧公司224家（预减、略减、首亏、续

亏）。总体看，预喜公司占比69.89%。按照预增

中值估算，在剔除不可比因素后，733家中小板

公司上半年净利润同比增长21.8%， 较一季度

的业绩增速提升8个百分点。

行业表现方面， 业绩预喜公司中，TMT、

电气设备制造、化学原料制造、医药、汽车制造

等行业预喜公司家数较多，分别达到104家、67

家、56家、41家和23家。 值得注意的是，电气设

备制造和化学原料制造行业中子行业分化较

严重，预喜公司数目较多并不能反映行业已经

出现反转， 业绩增长的公司仍主要集中于风

电、新材料等复苏明确的子行业上下游产业链

公司中。

其中，传媒、汽车和医药行业中实现2014年

年报、2015年一季报、 今年半年报业绩 “三连

增” 的公司占比位居前列。 数据显示，前述三个

行业中实现业绩“三连增” 的公司占比均超过

50%以上。 券商分析人士指出，受需求和行业高

景气周期推动，传媒板块仍维持高成长。 汽车板

块方面，在政策持续加码背景下，今年新能源汽

车将继续加速普及，公交、公务、物流等领域将

成主力，规模维持快速增长。

三大因素提升盈利

在单个公司业绩表现方面，若以净利同比增

长下限计算，有460家公司预计实现利润增长，预

计净利增速在50%以上公司有147家， 净利翻倍

的公司约为101家。其中，中钢国际、顺荣三七、海

翔药业等10家公司上半年净利增速预计在10倍

以上。

与往年类似，低基数、并购重组、业绩反转仍

是公司业绩暴增的主要原因。 值得注意的是，并

购重组在中小板和创业板公司业绩增长的作用

较明显。 数据显示，在净利增速排名前二十的公

司中，业绩增长主要来自于资产重组及收购资产

并表的案例约占六成以上。 目前净利增速最大的

是中钢国际， 公司预计报告期内实现净利润

20000-25000 万 元 ， 同 比 增 长

15647.26-19534.08%， 业绩扭亏主要是公司重

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成后，置入资产持续盈利能力

较强，使公司业绩扭亏。

还有部分公司的业绩高成长来自于处理公

司资产等非经常性损益。深圳惠程预计上半年实

现净利7396.78至7500.96万元，同比增长3450%

至3500%，公司业绩大涨的主要原因是处置子公

司股权产生投资和转让收益。 去年年底至今的牛

市也使投资收益成为一些公司业绩增长的 “引

擎” 。 兰生股份表示，根据证券市场行情，公司于

4月继续减持海通证券股票， 截至2015年4月22

日，公司共减持海通证券股票1635万股，预计上

半年累计净利润同比增长620%以上。 值得注意

的是，兰生股份自去年年底以来多次减持海通证

券股票。 公司一季报显示，公司实现净利7174.94

万元， 同比大增681.33%， 扣非后净利仅增长

19.9%。

尽管不少公司的业绩大幅增长来自于非经

常性收益，但也有一些公司业绩增长来自主业改

善。 恒顺众昇预计报告期内实现净利17700万元

至18700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1058%-1123%。

公司透露，目前公司在执行订单约10亿元，按照

生产计划， 半年度产值较去年同期有大幅增长，

导致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大幅增

加。 云南盐化和沃华医药的业绩增长主要来自于

产品价量提升。

此外，部分周期性行业景气度提升也使得相

关公司业绩迎来逆转。 由于油价企稳反弹，使得

石化下游产品价格得到成本支撑，同时减轻了存

货损失计提准备，聚酯产业链公司业绩迎来大幅

度提升。 相关公司荣盛石化和恒逸石化预计实现

净利润均为10000至20000万元之间， 相较去年

同期至少增长2.5倍以上。 近期随着猪肉价格上

涨，牧原股份预计上半年公司扭亏为盈，预计实

现净利3000至10000万元。 公司同时表示，未来

生猪市场价格的大幅下滑以及疫病的发生、原材

料价格的上涨等因素，仍然可能造成公司业绩下

滑，上半年业绩仍存在不确定性。

上述部分行业业绩暴增股得到了不少机构

的青睐。 市场人士指出，经历了快速上涨后，近期

A股市场出现了大幅调整，未来公司业绩等基本

面因素有望得到资金的重视。

从机构持股情况来看，公开资料显示，联络

互动被10家机构青睐，机构持股达1775.95万股，

占流通股比为30.7%。 机构持股比率较高的是牧

原股份，9家机构合计持股占流通股比超过45%。

此外，天齐锂业、顺荣三七等7只个股机构持股占

流通股比均超过20%。

钢铁采掘板块继续低迷

受与宏观经济增速放缓、PPI连续下跌、工业

增加值同比迅速回落影响，钢铁、采掘、地产等行

业上半年业绩仍相对低迷。

目前披露预告的12家上市钢企除一家业绩

预期为不确定外，无一预增。 重庆钢铁、马钢股

份、西宁特钢、三钢闽光等公司均预计上半年亏

损。4月以来，钢材价格指数延续小幅下降走势，4

月第三周中国钢铁工业协会披露的钢材综合价

格指数跌至73点，创下该指数新低。 由于钢价持

续低迷、下游需求不旺，钢铁行业半年报业绩难

以乐观。

煤炭行业是另一重灾区，目前已经公布业绩

预告的煤炭上市公司中，8家公司报忧， 其中4家

公司预计亏损。

受益于近期推出的一系列政策，4月房地

产销量回升，但由于结算周期所限，销售回暖

目前难以在房企业绩中体现。在已经披露半年

报业绩预告的31家上市房企中， 仅有9家房

企预增或扭亏。 南国置业、广宇集团等10家

公司预计上半年亏损。

目前预计亏损金额最大的是苏宁云商，公

司尽管预计二季度商品销售规模将继续保持

较快增长，同比增长约30%，但当季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额预计为25000万元

至35000万元。 预计上半年净利润亏损总额为

58192.3万元至68192.3万元。

此外，ST公司上半年业绩也不容乐观。 目前

已经公布业绩预告的20家ST公司中，除*ST集成

和*ST华锦等三家公司顺利扭亏外，其余17家公

司上半年业绩均告亏损。 其中*ST成城等15家公

司预计续亏。 从这些公司的业绩来看，单纯依靠

主业已经难以使公司在下半年扭亏。

截至5月10日记者发稿时，Wind数据显示， 沪深两市共有

966家公司披露上半年业绩预告，预喜公司超过600家，占比逾六

成。 业内人士认为，从已披露的预告来看，上市公司上半年业绩轮

廓逐渐清晰，以通信、传媒、电子、医药等行业为代表的“新经济”

仍然领跑，采掘、钢铁、地产等传统行业延续业绩低迷格局。

证券代码 名称 预告类型

中报预告净利润最

大变动幅度(%)

一季度营收同比

增长率（%）

一季度净利

总额（万元）

一季度净利同比

增长率（%）

证监会行业分类

000928.SZ

中钢国际 扭亏

19,534.08 -27.76 8118.78 730.55

土木工程建筑业

002555.SZ

顺荣三七 预增

7,602.21 1687.02 9071.16 16782.14

汽车制造业

002099.SZ

海翔药业 预增

4,739.87 129.50 16083.95 4686.15

医药制造业

002168.SZ

深圳惠程 预增

3,500.00 -55.72 1985.91 465.71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000048.SZ

康达尔 预增

3,490.28 10.46 597.18 85.68

农副食品加工业

000607.SZ

华媒控股 预增

2,945.77 -7.65 23.98 -87.59

新闻和出版业

002102.SZ

冠福股份 预增

2,258.31 110.22 2442.21 1327.83

非金属矿物制品业

300173.SZ

智慧松德 预增

1,562.00 3.21 383.03 12.71

专用设备制造业

002721.SZ

金一文化 预增

1,205.88 33.18 3195.56 363.22

其他制造业

300208.SZ

恒顺众昇 预增

1,123.00 257.20 6716.50 1648.38

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

002504.SZ

东光微电 扭亏

837.79 20.15 4369.86 26.90

建筑装饰和其他建筑业

002053.SZ

云南盐化 预增

812.48 -8.94 1211.41 47.11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002379.SZ

鲁丰环保 扭亏

772.98 -26.61 -3824.35 -401.34

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

002190.SZ

成飞集成 扭亏

743.30 161.94 935.30 229.19

专用设备制造业

002107.SZ

沃华医药 预增

700.00 17.03 1905.44 574.70

医药制造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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