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点·公司业绩前瞻
678家上市公 司中期业绩预喜（主）
畜牧、食品 、传媒等 大消费行业表现抢眼
本报记者 张玉洁
靓女先嫁” 的现象较为突出 。 分析人士表示，中期业绩对上市 公司全 年业绩 指向作用 明显。 随 着逾千家上市公司披露中期业绩，市场 关注的焦点将重回基本面，业绩 增幅居前的公司更受关注。
数据显示，截至6月 19日，两市 已有1031家上 市公司 公布了 中期业绩预告，其中除64家公司不确定外，预喜公司（包括续盈）达到678家，占比达65.8%。 与以往 类似，目 前公布 业绩预告 的公司 仍主要集中在中小板，“
生猪养殖“
肉香四 溢”
Wind数据显 示，678家业绩预喜公司中，预 增216家、略 增241家、扭亏73家和 续盈148家。 以净利增长率下限和业绩预告计 ，有513家公司实现净利润同比增长 。 在公布 净利润增速的公 司中，有 151家公司净利同比 增长超过100%，至少 19家公司 净利同比增长超过1000%。
从行业来看，预喜公司数占比居前 的行业 主要有 畜牧业（90.9%）、食品制造业（86.7%）、文化 传媒（80%）、农副食品加 工（80%）、仪器仪表制造（80%）、医药 制造（79.6%）等。 在 经济转 型升级 的背景 下，大消费类行业上市公 司业绩仍然保持了较高 的增长率。
单个公司方面，借壳后的世纪游轮 是目前 两市业 绩增速“
状元” 。 公司预计上半年实 现净利35800至37500万元；同比增幅为30498.29%至31951.28%。 巨 人网络成为上市公司全 资子公 司后，公司 业绩同 比增幅 较大。 除了世纪游轮，增幅超过1000%的 还有正邦 科技、雏鹰农牧 、雷柏科技等18家公 司
从业绩暴增公司的增长原因看，并 购资产 并表、处 置公司 资产确认 收入和 补贴等 非经常性损益仍是主要推手。 目 前增速位 于第四 的雷柏 科技预 计上半年 实现净 利21000至22000万元，净利同比增长3959%-4143%。 公司表示，业绩 大幅增长主要是由于公 司处置乐汇天下股权，在报告期确认了大 额的营业外收入；其次，2016年公司外设业务重心转 向竞技类产品，新客户群体开拓进展顺利 ，竞技类业务增长态势明显。 此外 ，净利增 速超1000%的公司中 ，信隆实业 、景兴纸 业、美丽生态、*ST新都、华联控 股等多 家公司 业绩同比大幅增长均来 自于收 购资产的并表和 出资公 司资产确 认收入 等。
不过，上半 年业绩增速最大的看点 当属生 猪养殖 公司的 集体爆发。 国家统计局在端午节前 发布的 5月份全 国居民 消费价格指数显示，持续 走高的 猪肉价格在5月依旧保持高位运行 ，同比上 涨33.6%，影响 CPI上涨约 0.77个百分点 。 受高出 栏价格 和低饲 料成本价 格推动，行业公司如正邦科技、雏鹰农牧、牧原股份净利同比增速均超过了1000%，其中 正邦科技、雏鹰农 牧净利增速分别 位列目前已公布中期业绩预告 公司的第二和第三位 ，增速分别 为9275.7%-9432%和8612.2%-8660.6%。
此外，天邦 股份预计上半年净利润 增长率 达760.37%-854.71%之间，公司的 疫苗、饲料以及生猪养殖 板块业务 均表现良好。 值得注意的是，生猪养殖行业的“
肉 香四溢” 也带动了下游加 工产业 的业绩增长，龙大肉食等下游公 司业绩也呈现大幅增长 趋势。
从净利润总额来看，目前预计净利 总额最 高的是 宁波银 行和洋河股份。 宁波银行预计2016上半 年实现 净利3906870万 元-4262040万元,同比增幅 10%-20%。 历经四年去库存考验 后的洋河股份业绩表现尚可，预计实现净 利334410.56万元-366259.19万元,同 比增长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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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表格
部分中期业绩预喜的上市公司
数据来源：Wind 制表：张玉洁

近500家公司“
三连增”
数据显示，两市目前有近500家公司实 现了2015年年报、2015年一季报、2016年中期业绩预告“
三连增” ，这些公司扎堆在银行、传媒、家用 电器、医药生物、休闲服务、计算机 等行业。
尽管目前上市银行中仅宁波银行公布了中期业绩预测，但银行整体盈利增长一致性较强 。 在规模 稳步增长和风险内控强 化背景下，银行 整体仍 将保持低 位增长 。 在银行股中，从2015年 年报及2016年一季 报数据 看，南京银 行、平安银行和 宁波银行三只个股净利 润同比增长率均接近或超过10%以上，表现 高于同业平均水平。
文化传媒板块则是另一个“
三连增 ” 高发板块。 明家联合、慈 文传媒、南极电商和三七互娱等4只 个股预计中期 净利润 同比增幅 均在100%以 上。 天神 娱乐、利 欧股份、互动娱乐、思美传媒、万达院 线和印 纪传媒等个股 预计中期 净利润 同比增 幅也在50%以上。
家用电器板块，康盛股份、银河电子、爱仕达、新宝股 份、奋达科技、老板电器、万和电气和奥马电 器等个股中期业绩也较为抢眼 ，净利同 比增幅均在40%以 上。
三连 增” ，威创股份、达华智能等两只个 股净利 润同比增速预计在100%以上 。 朗科科技、达实智 能、科远股份、大华股份、捷顺科技 、科大讯飞和太极股份等 个股中 期业绩 增速也 较为明显 。
在计算机板块中，有超过30只个股实现“
热门个股频现亏损
除了业绩向好的公司，两市业绩报 忧的公 司目前 达到289家。 其中，预减、略减、首 亏和续 亏公司数目分别达到64家 、80家、49家、96家。 值得注意的是，四类业绩报忧的公司中，业 绩续亏的公司 家数最多 。 与基建、证券市 场等相关的周期 性行业 成为业绩下滑 公司的“
重 灾区” ，黑色金属 采选、煤炭 和资本 服务行业目前板块内无 一公司业绩预喜。
在145家亏损 公司中，有40家公 司的降幅超过100%。 目前净利润降幅最大的是 威华股 份，公司预计上半年亏损约9000万元 至7000万元，下降1016%至1335%。 公司表示 ，受调整 增值税 退税政策 影响，公 司相关 产品原享受的退 税政策 存在重 大不确定 性；处置子公司阳春威利邦将影响利润 -1600万元左 右；受中纤板市场 低迷影 响，产品竞争激烈 ，公司主 要产品 的售价同比有所下降。
苏宁云商预计上半年亏损约59612万元至49612万元 ,下降242%至271%，是目前1031家公司中 亏损规模最大的一家。 从公司业绩预测说明看，公司一、二 季度亏损规模 相当，公 司与阿里联姻目 前尚未 带来盈利 能力方 面质的 提升。 值得注意的是，苏宁 云商2014年 和2015年扣非后净利 润亏损 幅度均超过10亿元，前述两 年均是 通过年 底突击处 置资产和门店资产证券化获得 丰厚转 让收益 从而实现 净利润“
转正” 。 而从公司 目前的业 绩来看，转型O2O模 式短期“
造血” 能力仍然堪 忧，不排 除2016年仍通 过类似方式实 现年底 扭亏。
ST板块中，*ST建 峰目前 预告亏 损27600万元，不 过公司背靠资 产众多 的重庆国资委，重 组意向 已基本明确，盈利 能力较强的重庆医药有 望注入 。 *ST舜船净利润上 半年亏损超1亿元 ，拟注入 江苏信托81.49%股权及 其他电 力资产的重组方 案遭遇 问询，公 司还涉 及未结诉讼，重组面临较大不确定 性。
除了周期性行业，部分曾制造了资 本市场 热门概 念的个 股也频现亏损，曾 因注入 预调鸡尾酒资产而大热的百润股份如今陷入高库存困境，上半年预计亏 损5000万-15000万 元。 此前 积极跨界 体育的报喜鸟 上半年 也预计亏损约10000万 元-12000万元 ,下降232.98%-259.57%。

678家上市公司中期业绩预喜
占已披露公司家数超六成

畜牧、食品、传媒等大消费行业表现抢眼
□本报记者 张玉洁

数据显示，截至6月19日，两市已有1031家上市公司公布了中期业绩预告，其中除
64家公司不确定外，预喜公司（包括续盈）达到678家，占比达65.8%。 与以往类似，
目前公布业绩预告的公司仍主要集中在中小板，“靓女先嫁” 的现象较为突出。 分析人
士表示，中期业绩对上市公司全年业绩指向作用明显。 随着逾千家上市公司披露中期

业绩

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整体向好
□本报记者 王维波

业绩，市场关注的焦点将重回基本面，业绩增幅居前的公司更受关注。

目前多家新能源汽车相关产业上
市公司发布了中期业绩预告。 初步统
计，多氟多、天齐锂业、天赐材料等至
少10家上市公司业绩增长幅度预计
达100%以上，这些公司分别处于新能
源汽车产业链上游、中游、下游等细分
领域。 整个新能源汽车产业链都处于
景气周期， 该板块相关上市公司今年
中期的业绩值得期待。

细分领域表现靓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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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猪养殖“
肉香四溢”
Wind数据显示，678家业绩预喜公司中，预增
216家、略增241家、扭亏73家和续盈148家。 以净
利增长率下限和业绩预告计，有513家公司实现净
利润同比增长。 在公布净利润增速的公司中，有
151家公司净利同比增长超过100%， 至少19家公
司净利同比增长超过1000%。
从行业来看， 预喜公司数占比居前的行业主
要有畜牧业（90.9%）、食品制造业（86.7%）、文化
传媒（80%）、农副食品加工（80%）、仪器仪表制
造（80%）、医药制造（79.6%）等。 在经济转型升
级的背景下， 大消费类行业上市公司业绩仍然保
持了较高的增长率。
单个公司方面， 借壳后的世纪游轮是目前两
市业绩增速 “状元” 。 公司预计上半年实现净利
35800至37500万元； 同比增幅为30498.29%至
31951.28%。 巨人网络成为上市公司全资子公司
后，公司业绩同比增幅较大。 除了世纪游轮，增幅
超过1000%的还有正邦科技、雏鹰农牧、雷柏科技

等18家公司。
从业绩暴增公司的增长原因看， 并购资产并
表、处置公司资产确认收入和补贴等非经常性损益
仍是主要推手。目前增速位于第四的雷柏科技预计
上半年实现净利21000至22000万元， 净利同比增
长3959%-4143%。 公司表示，业绩大幅增长主要
是由于公司处置乐汇天下股权，在报告期确认了大
额的营业外收入；其次，2016年公司外设业务重心
转向竞技类产品，新客户群体开拓进展顺利，竞技
类业务增长态势明显。 此外，净利增速超1000%的
公司中，信隆实业、景兴纸业、美丽生态、*ST新都、
华联控股等多家公司业绩同比大幅增长均来自于
收购资产的并表和出资公司资产确认收入等。
不过，上半年业绩增速最大的看点当属生猪
养殖公司的集体爆发。 国家统计局在端午节前
发布的5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显示，持续
走高的猪肉价格在5月依旧保持高位运行，同比
上涨33.6%，影响CPI上涨约0.77个百分点。 受高

出栏价格和低饲料成本价格推动， 行业公司如
正邦科技、雏鹰农牧、牧原股份净利同比增速均
超过了1000%，其中正邦科技、雏鹰农牧净利增
速分别位列目前已公布中期业绩预告公司的第
二 和 第 三 位 ， 增 速 分 别 为 9275.7% -9432% 和
8612.2%-8660.6%。
此外， 天邦股份预计上半年净利润增长率达
760.37%-854.71%之间，公司的疫苗、饲料以及生
猪养殖板块业务均表现良好。 值得注意的是，生猪
养殖行业的“肉香四溢” 也带动了下游加工产业
的业绩增长， 龙大肉食等下游公司业绩也呈现大
幅增长趋势。
从净利润总额来看， 目前预计净利总额最高
的是宁波银行和洋河股份。 宁波银行预计2016上
半年实现净利3906870万元-4262040万元, 同比
增幅10%-20%。 历经四年去库存考验后的洋河股
份业绩表现尚可， 预计实现净利334410.56万元
-366259.19万元,同比增长5%-15%。

近500家公司“
三连增”
数据显示， 两市目前有近500家公 司 实 现
了 2015 年 年 报 、2015 年 一 季 报 、2016 年 中 期 业
绩预告 “三连增” ， 这些公司扎堆在银行、传
媒、家用电器、医药生物、休闲服务、计算机等
行业。
尽管目前上市银行中仅宁波银行公布了中期
业绩预测，但银行整体盈利增长一致性较强。 在规
模稳步增长和风险内控强化背景下， 银行整体仍
将保持低位增长。 在银行股中， 从2015年年报及

2016年一季报数据看，南京银行、平安银行和宁波
银行三只个股净利润同比增长率均接近或超过
10%以上，表现高于同业平均水平。
文化传媒板块则是另一个“三连增” 高发板
块。 明家联合、慈文传媒、南极电商和三七互娱等4
只个股预计中期净利润同比增幅均在100%以上。
天神娱乐、利欧股份、互动娱乐、思美传媒、万达院
线和印纪传媒等个股预计中期净利润同比增幅也
在50%以上。

家用电器板块，康盛股份、银河电子、爱仕达、
新宝股份、奋达科技、老板电器、万和电气和奥马
电器等个股中期业绩也较为抢眼， 净利同比增幅
均在40%以上。
在计算机板块中，有超过30只个股实现“三连
增” ，威创股份、达华智能等两只个股净利润同比
增速预计在100%以上。 朗科科技、达实智能、科远
股份、大华股份、捷顺科技、科大讯飞和太极股份
等个股中期业绩增速也较为明显。

Wind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多家新
能源汽车产业链上的上市公司发布了
中期业绩预告， 包括新能源汽车产业
链上游的锂矿资源、 中游锂电池、电
机、下游电动汽车等细分行业公司。初
步统计显示， 今年中期业绩预计至少
增长100%的公司有多氟多、 天齐锂
业、天赐材料、方正电机、赣锋锂业、比
亚迪、江特机电、沧州明珠、国轩高科、
融捷股份等。
数据显示， 中期净利润增长幅度
最大的是多氟多， 其预计中期业绩增
幅的下限将达到2500%，净利润变动
区间为24727万元至25203万元；其次
是天齐锂业， 其预计今年中期净利润
增幅至少为1364.25%，净利润变动区
间为60000万元至65000万元。
天赐材料预计中期净利润至少增
长430%；方正电机预计中期净利润增
长幅度下限是430%；赣锋锂业预计净
利润增幅下限为400%； 比亚迪预计
业绩增幅下限为382.15%； 江特电机
预计中期净利润增幅至少为200%；沧
州明珠预计中期净利润增长下降为
140%；国轩高科预计中期净利润至少
增长130%；融捷股份预计中期净利润
增长下限为105.32%等。
业内人士认为， 从中可以看出，
上述预期业绩增长的上市公司分布
于整个新能源汽车产业链各细分行
业， 预计业绩增长幅度在100%以下
的公司数量也不少。 这表明新能源汽
车产业链各细分行业的中期业绩值
得期待。

行业进入景气周期
从已发布中期业绩预告的公司
看， 许多公司简要分析了业绩增长的

次新股业绩增速明显放缓
□本报记者 张玉洁

热门个股频现亏损
除了业绩向好的公司，两市业绩报忧的公司
目前达到289家。 其中，预减、略减、首亏和续亏公
司数目分别达到64家、80家、49家、96家。 值得注
意的是，四类业绩报忧的公司中，业绩续亏的公
司家数最多。 与基建、证券市场等相关的周期性
行业成为业绩下滑公司的“重灾区” ，黑色金属
采选、煤炭和资本服务行业目前板块内无一公司
业绩预喜。
在145家亏损公司中，有40家公司的降幅超过
100%。 目前净利润降幅最大的是威华股份，公司
预计上半年亏损约9000万元至7000万元， 下降
1016%至1335%。 公司表示，受调整增值税退税政
策影响， 公司相关产品原享受的退税政策存在重

大不确定性； 处置子公司阳春威利邦将影响利润
-1600万元左右；受中纤板市场低迷影响，产品竞
争激烈，公司主要产品的售价同比有所下降。
苏 宁 云 商 预 计 上 半 年 亏 损 约 59612 万 元 至
49612万元,下降242%至271%，是目前1031家公
司中亏损规模最大的一家。 从公司业绩预测说明
看，公司一、二季度亏损规模相当，公司与阿里联
姻目前尚未带来盈利能力方面质的提升。 值得注
意的是，苏宁云商2014年和2015年扣非后净利润
亏损幅度均超过10亿元， 前述两年均是通过年底
突击处置资产和门店资产证券化获得丰厚转让收
益从而实现净利润“转正” 。 而从公司目前的业绩
来看，转型O2O模式短期“造血” 能力仍然堪忧，

不排除2016年仍通过类似方式实现年底扭亏。
ST板块中，*ST建峰目前预告亏损27600万
元，不过公司背靠资产众多的重庆国资委，重组意
向已基本明确， 盈利能力较强的重庆医药有望注
入。*ST舜船净利润上半年亏损超1亿元，拟注入江
苏信托81.49%股权及其他电力资产的重组方案遭
遇问询，公司还涉及未结诉讼，重组面临较大不确
定性。
除了周期性行业， 部分曾制造了资本市场热
门概念的个股也频现亏损， 曾因注入预调鸡尾酒
资产而大热的百润股份如今陷入高库存困境，上
半年预计亏损其半年也预计亏损约10000万元
-12000万元,下降232.98%-259.57%。

部分中期业绩预喜的上市公司
名称

预告类型

业绩变动内容

世纪游轮

预增

约35800万元-37500万元,增长30498.29%-31951.28%

正邦科技

预增

约60000万元-61000万元,增长9275.69%-9431.95%

雏鹰农牧

预增

约45000万元-45250万元,增长8612.15%-8660.55%

雷柏科技

扭亏

约21000万元-22000万元,增长3959.24%-4143.02%

华宏科技

预增

约4000万元-4500万元,增长3217.3%-3631.96%

信隆实业

预增

约1800万元-3000万元,增长1996.92%-3394.87%

广宇集团

扭亏

约5000万元-7000万元,增长2010.62%-2774.86%

景兴纸业

预增

约17000万元-18000万元,增长2605.41%-2764.55%

华联控股

扭亏

约29000万元-39000万元,增长1955.43%-2595.23%

多氟多

预增

约24727万元-25203万元,增长2500%-2550%

业绩说明摘要

行业分类

世纪游轮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已经于2016年4月开始实施，巨人
公共设施管理业
网络成为上市公司全资子公司。
生猪销售价格上涨幅度较大，饲料销量和毛利率增长较多。
农副食品加工业
受生猪行情回暖的影响，预计公司半年度业绩与去年同期相
畜牧业
比有大幅度增长。
公司处置乐汇天下股权， 在报告期确认了大额的营业外收
入；公司外设业务重心转向竞技类产品，竞技类业务增长态 计算机通信等设备制造
势明显。
江苏威尔曼科技有限公司纳入公司合并范围。
专用设备制造业
报告期内深圳中洲集团有限公司预计需支付给公司约1600万
铁路等运输设备制造业
元搬迁补偿款。
武林外滩项目将于2 季度交付，该项目将为公司2 季度贡献较
房地产业
多的营业利润。
公司在2月份减持了500万股莎普爱思股份， 投资收益大幅增
加；公司造纸原纸业务有弱复苏迹象，预计在二季度经营能
造纸和纸制品业
有所改善。
公司计划在报告期内出售部分神州长城股票，预期公司取得
房地产业
的投资收益将较上年同期有大幅度上升。
公司新能源板块业务拉动， 六氟磷酸锂进入新景气周期，价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
格回升较快，盈利能力较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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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不论其处于产业链哪个环节，其
中政策支持、 行业景气度高都是业绩
向好的基本因素。
多氟多对今年中期业绩增长进行
说明时表示， 公司新能源板块业务拉
动，六氟磷酸锂进入新景气周期，价格
回升较快，盈利能力较强。天齐锂业也
表示，报告期内，公司下游锂电池市场
需求稳步增长， 锂电池上游的电池材
料行业带动锂化工产品需求快速增
长， 市场需求的增长导致公司电池级
碳酸锂等产品销售价格和销量均同比
上涨，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大幅增长，
产品销售毛利率大幅提高。 赣峰锂业
也表示， 报告期内由于下游锂电池市
场需求旺盛， 上游的电池材料行业带
动锂化工产品需求快速增长， 导致公
司电池级碳酸锂和电池级氢氧化锂等
产品销售价格和销量均同比上涨，业
绩大幅提高。
处于产业链中游的公司如融捷
股份表示，公司锂电设备业绩大幅增
长； 锂离子电池箱一期项目部分投
产， 锂电池系统业务开始贡献业绩。
方正电机在分析业绩变动的原因时
提到的第一个因素就是公司新能源
汽车业务增长。
而作为下游厂商的比亚迪表示，
受益于消费者的广泛认同和政策大
力支持，新能源汽车市场步入快速增
长期，预计第二季度集团新能源汽车
销售继续保持增长，销售规模持续扩
大，带动新能源汽车收入及盈利持续
提升。
国联证券近日的研报表示， 在各
项政策的强力刺激下，2015年国内新
能源汽车产销量屡屡超出市场预期，
尤其是下半年产销数据屡创新高，最
终 年 度 产 销 量 定 格 在 34.05 万 辆 和
33.11 万 辆 上 ， 增 速 高 达 333.7% 和
342.9%。 该研报认为，今年全年新能
源汽车产销量预计达54.4万辆， 同比
增速会放缓。 但新能源乘用车是今年
成长最为确定的板块之一， 今年1-4
月销量达到近6万辆， 同比增长
120%； 其中纯电动乘用车同比增长
138%。销量快速增长对新能源汽车产
业的拉动作用十分明显， 最直接的表
现就是上游碳酸锂价格飙涨。 在此带
动下， 锂资源和动力电池板块业绩表
现十分突出。

今年以来，次新股板块在持续震
荡的A股市场里表现不俗， 多次出现
大面积涨停的景象。 不过，从目前已
经公布的部分次新股中期业绩预告来
看，次新股板块整体业绩不佳，“上市
即变脸” 的现象仍然存在。 在已公布
中期预告的次新股中，业绩预喜（包
括续盈）的个股仅为三成左右。

业绩普遍下滑
Wind数据显示， 今年上市的56
只新股中，目前有23只个股公布了中
期业绩预告，除去12只业绩不确定个
股外，略增、续盈公司分别5家和3家，
略减公司为3家。
除了预喜公司占比较小外，次新
股整体净利增速也有所下降。 目前净
利同比增速居前的是威龙股份，公司
预计上半年净利润会出现较大幅度的
增长，预计增长幅度在50%-100%之
间，主要是由于上半年财务费用有较
大幅度下降，以及销售收入同比有所
增长。 此外，瑞尔特与坚朗五金预计
上半年净利增速的区间均为0-20%。
次新股板块整体业绩增速下降明
显。目前盈利规模最大的是通宇通讯，
公司预计上半年实现净利11520万元
-14000万元，同比下降0-20%。 公司
表示，净利同比下滑主要是由于行业
市场竞争加剧，利润率下降。
部分次新股的业绩增速环比下降
幅度惊人。 例如，今年4月上市的新美
星， 一季度净利润增幅高达64.52%，
中报业绩增速则变为1%-10%。 类似
的还有帝王洁具、维宏股份、百利科
技、世嘉科技等公司。
其中，5月上市的世嘉科技预计
上半年净利同比下滑0-40%。 公司表
示，上半年各项生产经营均未发生明

显变化，根据公司目前经营业绩情况，
同时考虑到本次公开发行股票于
2016年二季度完成，预计上半年营业
收入较上年同期变动幅度为-15%至
15%， 净利润较上年同期下降10%至
40%。

资金追逐炒作
从目前中期业绩预告披露的情况
来看， 次新股业绩变脸的原因大同小
异，比如所在的行业正处于低迷期、市
场不景气导致产品价格下跌或者销售
下滑、财务费用支出大幅上升等。
净利下滑较为明显的四方冷链表
示，受经济复苏缓慢等因素影响，国际
租箱物流公司罐式集装箱采购需求阶
段性调整， 公司罐式集装箱产销规模
同比略有下降。 上半年营收同比下降
0-20%，净利润同比下滑变动幅度为
0-20%。
另一方面， 上市后公司管理费用
等成本往往出现上涨， 这也会影响到
企业业绩。 建艺集团预计2016年上半
年 实 现 净 利 2913.82 万 元 -4273.6 万
元，同比增速为-25%至10%。 公司表
示， 业绩变动的主要原因是新上市管
理费用及财务费用增长较快。
分析人士指出， 企业IPO阶段对
前几年业绩有明确的财务指标， 上市
前部分公司一般会对财务数据进行合
理的会计处理；上市后，实际的运营情
况逐渐披露，再加上上市成本，首年业
绩下滑乃至亏损也较为常见。
不过，尽管次新股业绩普遍不佳，
但不少次新股股价却依旧暴涨。 前述
分析人士指出， 次新股股本规模相对
较小，更利于资金炒作，短期内价格一
飞冲天。 交投活跃的次新股并非都有
业绩支撑， 业绩与估值的背离蕴藏着
较大风险， 建议投资者关注有业绩支
撑的个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