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93家上市公司披露一季度业绩预告 逾7成报喜

数据显示， 截至4月14日晚20时，A股共有493家上市公司披露一季度业绩预告。 其中，

370家预喜，预喜占比达75.05%，包括略增87家、扭亏29家、续盈7家、预增247家。 从行业来

看，医药、化工、有色、汽车制造、煤炭等行业表现相对亮眼。

● 本报记者 董添

周期行业业绩表现突出

化工行业方面，锂电池相关产业链上市公司业绩表现突出。 受宏观政策和市场需求增加

的影响，新能源行业景气度持续提高，锂电池行业上游材料产品价格大幅上涨，锂电材料和锂

电设备的需求增加，相关上市公司业绩大幅增长。

煤炭行业方面，受益于报告期内煤炭价格整体处于高位，相关上市公司净利润增幅普遍

居前。 平煤股份4月14日晚公告称，预计一季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6.3亿元，

同比增长199.4%。 公司表示，报告期内，煤炭行业发展势头良好，煤炭价格高位运行。 公司得

益于大精煤战略，规模效益持续释放，公司业绩稳步上升。

德邦证券4月13日发布的研报显示，从一季度预告业绩增速来看，上游原材料以及部分

中游高端制造行业的增速领先。上游原材料中，石油石化、基础化工、钢铁、有色金属行业的业

绩增速中位数均超100%；煤炭行业业绩增速中位数达71.4%；受上游煤炭价格上涨等因素影

响，建筑材料行业业绩增速则出现明显下滑。中游制造领域中，电力设备、机械设备、电子行业

业绩增速中位数领先，分别为103.9%、72.5%、65%，国防军工、通信行业业绩增速则相对靠

后，分别为57.6%、40.3%。

不少业绩预喜的上市公司表示，出口产品订单数量恢复至高位。以宏柏新材为例，公司预

计一季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1.165亿元至1.235亿元， 同比增长371.1%至

399.41%。 业绩变动的主要原因是，公司产品品质稳定，进一步降低了各项生产成本，提高了

综合竞争力；随着海外疫情逐步缓解，公司抓住市场机遇，出口产品订单数量和价格同比均有

所上升。

高景气行业积极扩产

不少上市公司在一季度业绩预告中提到积极扩产，产能增加对业绩影响较大。 这在锂电

池产业链、半导体、芯片、医药等高景气行业中表现尤其突出。

以锂电池产业链上市公司长远锂科为例，公司预计一季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2.8亿元至3.2亿元，同比增长143%至177.72%。 业绩变动的主要原因是，公司车用锂电池

正极材料扩产一期项目建成投产，报告期内新建产能逐步释放，产品产销量实现增长。市场需

求旺盛推动产品价格上涨，公司营业收入大幅增加。随着公司产能规模扩张，规模效应下公司

成本控制能力进一步提升，净利润实现增长。

力芯微预计一季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5800万元到6800万元， 同比增

长140.59%到182.07%。 公司电源管理芯片所处行业下游需求旺盛，公司立足自身优势，继续

加大研发力度；积极推广新产品，并批量销售；积极应对产能短缺难题，与上游供应商紧密合

作，快速转产扩产，实现销售规模和经济效益的较好增长。

值得注意的是，一季度业绩预告发布后，很多绩优股股价出现明显异动。

以九安医疗为例， 公司预计一季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0亿元至160亿

元，同比增长367.07倍至419.66倍。

公司表示，业绩变动的主要原因是，受美国疫情的影响，当地对新冠抗原检测试剂盒产品

需求大幅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iHealth美国子公司就iHealth新冠抗原检测试剂盒产品通过

自身渠道及亚马逊平台进行销售，并与客户签署重大合同及订单。 该产品的销售收入增长为

公司报告期内的业绩作出了重要贡献。

受此影响，九安医疗股价大幅上涨。截至4月14日收盘，公司股价收报90.11元/股，创历史

新高。 收盘总市值为431亿元。

此外，永安药业4月13日晚披露一季度业绩预告，预计一季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约4863.43万元至5255.64万元，同比增长520%至570%。业绩变动的主要原因是，报

告期内，公司主要产品牛磺酸市场需求旺盛，销售价格较上年同期显著上涨；由于2021年第

一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基数较低，2022年第一季度业绩同比大幅增长。 受此影

响，永安药业4月14日股价涨停。

视觉中国图片

一季度业绩向好

煤炭行业需求料保持增长

●本报记者 张军

数据显示， 目前已有10家上市煤炭企业披露一季度业绩预

告， 全部实现预增。 在业绩大幅预增及个别公司业绩超预期催化

下，煤炭板块已连续两日大涨。

稳增长背景下，下游需求拉动，焦炭目前已第五轮提价。 业内

人士认为，煤炭行业需求有望保持增长。

业绩亮眼

冀中能源、兰花科创、兖矿能源的归母净利润预增幅度位居行

业前三。

冀中能源预计一季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9.4

亿元-9.9亿元，同比增长483.98%-515.05%。 兰花科创预计一季

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8.5亿元-9.5亿元，同比增长

274.73%-318.82%。 中煤能源预计一季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64.5亿元-71.3亿元，同比增长83.8%-103.2%。

煤价高位运行是煤炭企业一季度业绩预增的主要原因。 冀中

能源把业绩预增原因归结为一季度以来煤炭市场价格持续高位运

行。 中煤能源也表示，一季度主要产品价格高位运行。

中国煤炭市场网数据显示，1-2月，5500大卡动力煤年度长协

价格为725元/吨，3月报720元/吨；去年1-3月的价格分别为581元

/吨、614元/吨、576元/吨。 今年1-3月，5500大卡动力煤综合交易

价格围绕786元/吨波动。

值得关注的是，中煤能源一季度业绩预告超市场预期，公布业

绩预告后，收获两个涨停板，带动整个煤炭板块上涨。

需求有望扩张

中国煤炭市场网数据显示，4月，5500大卡动力煤年度长协价

格保持在3月的720元/吨，综合交易价格保持在3月的786元/吨。

“印尼大幅上调动力煤指导价，导致海内外价差进一步扩大，

高价差将进一步抑制进口的积极性， 预计国内动力煤仍处于供需

相对紧张的状态。 ” 某券商首席分析师表示。

中国证券报记者注意到，在下游需求支撑下，目前焦炭呈现供

需偏紧格局，部分地区开启第五轮提涨。

业内人士表示，目前螺纹钢开工率反弹明显，基建发力叠加传

统旺季来临，二季度需求将迎来快速提升。

中信证券首席氢能分析师祖国鹏表示，对焦煤而言，3月以来

需求并未出现旺季特征，整体维持低位，后续在疫情缓和及政策发

力下，焦煤需求有望迎来新一轮扩张。

视觉中国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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衢州五洲特种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江西五星纸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五星” ）

●本次担保事项及金额：衢州五洲特种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次为

江西五星提供29,900万元的最高额保证担保。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否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数量：无逾期担保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于2021年4月26日与2021年5月20日召开的第一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 第一次

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和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预计2021年度提供

对外担保的议案》， 预计在2021年度为全资子公司江西五星提供不超过25,000万元的担

保，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4月2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www.sse.com.cn）披露的

《衢州五洲特种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预计公司2021年度提供对外担保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1-025）；公司于2022年3月9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

六次会议和2022年3月25日召开的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公

司增加对外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为全资子公司江西五星在原有对外担保额度的基

础上增加提供不超过138,500万元的担保。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2年3月10日在上海证

券交易所（www.sse.com.cn）披露的《衢州五洲特种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增加对外担

保额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09）。

2022年4月13日，公司与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宁波银行” ）衢州分行签

署《最高额保证合同》，为江西五星与宁波银行衢州分行发生的授信业务提供不超过10,

000万元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本次担保额度未超过股东大会批准的额度范围。

因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银行” ）衢州分行针对授信客户，在同一授

信期限内所涉及同一保证人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以最近期签订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进行放款审核。经公司与中信银行衢州分行协商，双方于2022年4月13日共同签署《最高额

保证合同》，为江西五星与中信银行衢州分行发生的授信业务提供不超过10,000万元连带

责任保证担保，并将4月13日前未结清债务均纳入新的担保合同。 本次担保额度未超过股

东大会批准的额度范围。

2022年4月13日，公司与杭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银行” ）衢州分行签

署《最高额保证合同》， 为江西五星与杭州银行衢州分行发生的授信业务提供不超过9,

900万元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本次担保额度未超过股东大会批准的额度范围。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江西五星纸业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江西省九江市湖口县银砂湾工业园；

法定代表人：赵晨佳；

注册资本：110,000万元；

经营范围：浆及浆板、机制纸的生产、销售；纸加工及纸制品的生产、销售；PE膜加工、

销售；热电联产及其产品的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成立日期：2014年5月15日。

截至2020年12月31日（经审计），资产总额219,730.73万元，负债总额107,410.20万

元， 资产净额112,320.52万元。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14,199.07万元和流动负债总额86,

271.51万元；2020年1-12月，实现营业收入73,615.51万元，净利润4,889.05万元。

截至2021年9月30日（未经审计），资产总额271,050.17万元，负债总额155,379.63万

元， 资产净额115,670.54万元。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12,197.21万元和流动负债总额135,

638.53万元；2021年1-9月，实现营业收入109,204.46万元，净利润3,350.01万元。

与公司关系： 江西五星系公司全资子公司。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江西五星

1、宁波银行衢州分行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担保的主债权最高余额：10,000万元；

（3）担保期限：主合同项下被保证人债务的到期日起两年。

2、中信银行衢州分行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担保的主债权最高余额：10,000万元；

（3）担保期限：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即自债务人依具体业务合

同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每一具体业务合同项下的保证期间单独计算。

3、杭州银行衢州分行

（1）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2）担保的主债权最高余额：9,900万元；

（3）担保期限：主合同项下每一笔具体融资业务的保证期限单独计算，为自具体融资

合同约定的债务人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如因法律规定或约定的时间发生而导致具体融资

合同提前到期，则为提前到期日）起三年。

四、累计对外担保金额及逾期担保金额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93,101.69万元，占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资产的55.17%。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无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衢州五洲特种纸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4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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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担保概述

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为并表范围内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为进一步支持公司并表范围内子公司对生

产经营资金的需要，充分应对销售备货及原材料采购的需求，更好地提升并表范围内子公

司的销售能力和生产能力，公司拟采用连带责任担保方式为公司并表范围内的7家子公司

堆龙德庆捷销实业有限公司、厦门七匹狼电子商务有限公司、晋江七匹狼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厦门杰狼儿童用品有限公司、厦门七匹狼针纺有限公司、晋江七匹狼服装制造有限公

司 、厦门七匹狼服装营销有限公司向银行融资提供最高额担保，拟担保额度为161,500万

元人民币。额度有效期为本议案审议通过之日起至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止。公司

可在额度有效期内与授信银行签署最长期限为五年的担保合同。 公司可以根据实际情况

选择由公司或者公司并表范围内子公司作为担保方进行上述担保。 在担保额度内，授权公

司董事长或公司董事长指定的授权代理人签署相关各项法律文件。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

讯网上的相关公告。

二、担保进展情况及担保合同主要内容

1、基本情况

公司与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厦门分行（以下简称“兴业银行” ）于2022年4月签署

了《最高额保证合同》（编号：兴银厦翔支额保字2022510号），为厦门七匹狼针纺有限公

司向兴业银行申请授信提供保证担保。

2、担保合同主要内容：

（1）被担保的主债权最高本金限额：人民币3,000万元。

（2）保证额度有效期：2022年4月12日至2023年2月22日。

（3）保证担保的范围：债权人依据主合同约定为债务人提供各项借款、融资、担保及

其他表内外金融业务而对债务人形成的全部债权，包括但不限于债权本金、利息（含罚息、

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债权人实现债权的费用等。

（4）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5）保证期间：

①保证期间根据主合同项下债权人对债务人所提供的每笔融资分别计算， 就每笔融

资而言，保证期间为该笔融资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②如单笔主合同确定的融资分批到期的， 每批债务的保证期间为每批融资履行期限

届满之日起三年。

③如主债权为分期偿还的，每期债权保证期间也分期计算，保证期间为每期债权到期

之日起三年。

④如债权人与债务人就主合同项下任何一笔融资达成展期协议的， 保证人在此不可

撤销地表示认可和同意该展期， 保证人仍对主合同下的各笔融资按本合同约定承担连带

保证责任。 就每笔展期的融资而言，保证期间为展期协议重新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

日起三年。

⑤若债权人根据法律法规规定或主合同的约定宣布债务提前到期的， 则保证期间为

债权人向债务人通知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⑥银行承兑汇票承兑、信用证和保函项下的保证期间为债权人垫付款项之日起三年，

分次垫款的，保证期间从每笔垫款之日起分别计算。

⑦商业汇票贴现的保证期间为贴现票据到期之日起三年。

⑧债权人为债务人提供的其他表内外各项金融业务， 自该笔金融业务项下债务履行

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上述担保事项在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和2020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担

保额度范围内，无需再次提交董事会或股东大会审议。

三、累计对外担保数量

本次担保前后对被担保方的担保余额：

单位：万元

担保方 被担保方

担保方持股

比例

经审议担保

额度

本次担保发

生前担保余

额

本次担保发

生后担保余

额(注1)

可用担保额

度

福建七匹狼实业

股份有限公司

（及子公司）

堆龙德庆捷销实业有

限公司

80%

110,000

5,698.39 5,698.39

104,301.61

厦门七匹狼电子商务

有限公司

100% 0 0

晋江七匹狼电子商务

有限公司

100% 0 0

厦门杰狼儿童用品有

限公司

100% 0 0

厦门七匹狼针纺有限

公司

80%

51,500

1,000.00 4,000.00

39,632.39

晋江七匹狼服装制造

有限公司

82.50% 1,867.61 1,867.61

厦门七匹狼服装营销

有限公司

100% 6,000.00 6,000.00

注1：本次担保发生后担保余额是假设按照本次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中的最高

额度进行担保测算，实际担保余额按照担保业务的实际发生情况为准。 可用担保额度系经

审议的担保额度减去本次担保发生后的余额。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本年累计担保发生额为7,012.60万元，占

2021年度经审计合并报表净资产的1.17%；实际担保余额为14,566.00万元，占2021年度经

审计合并报表净资产的2.43%。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情况。

四、备查文件

公司与兴业银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兴银厦翔支额保字2022510号）

特此公告。

福建七匹狼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年4月15日

多措并举

汽车产业供应链有望逐步改善

●本报记者 金一丹 宋维东

4月14日，据吉林省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通报， 长春

市于4月13日实现了社会面清零

目标。 至此，吉林省各市州均实现

了疫情防控社会面清零目标。 上

海、吉林是中国汽车工业的重镇，

两地疫情给汽车产业链带来了不

小冲击。 当前，吉林省疫情得到全

面控制和根本扭转， 加之相关地

方企业相继推出多项举措保供

给， 汽车产业供应链紧张的情况

有望逐步改善。

中国证券报记者4月14日从

蔚来获悉，自4月9日宣布停产近一

周后， 蔚来目前供应链略有恢复，

合肥生产基地正逐步恢复生产。

着力缓解供应链压力

长城汽车旗下坦克品牌4月

14日宣布， 坦克300车型涉及的8

家供应商因疫情停工、停运。 受此

影响，坦克300车型即日起暂停生

产，车辆推迟交付。 长城汽车相关

负责人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当

前，受上海、江苏、吉林等多地疫情

影响，长城汽车多家零部件供应商

受到波及，导致工厂产能受限。 长

城汽车正与供应链伙伴通力合作，

积极解决相关问题，尽力将影响降

至最低。

4月9日， 蔚来在其官方APP

上发布消息，自3月以来，因为疫

情原因，公司位于吉林、上海、江苏

等多地的供应链合作伙伴陆续停

产，目前尚未恢复。受此影响，蔚来

整车生产已经暂停。“一辆车差一

个零件都没法生产。” 蔚来CEO李

斌表示，“受长春和河北疫情影

响，3月中旬我们有些零部件就断

供了，靠着库存勉强支持。 最近又

碰上上海和江苏等地疫情，很多合

作伙伴供不了货， 只能暂停生产。

这个情况也不是我们一家，很多厂

商都暂停生产了。 ”

中国证券报记者从多家零部

件厂商处了解到，目前汽车行业普

遍存在工厂停产及运输不畅的问

题。 “由于工厂停工，汽车卡钳螺

丝、雨刮器等小部件最近处于短缺

状态。 ”江苏某汽车零部件企业负

责人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我们

现在一方面加强疫情防控，封闭化

管理保生产；另一方面到处找货车

把货发出去。 ”

乘联会表示，由于汽车产业链

长，协同性要求高，核心零部件生

产和物流基地的停产辐射范围更

广，4月车市产销压力可能很大。

目前，厂商4月第一周的生产形势

不容乐观。

加快复工复产

不过，好消息正在传来。 在4

月14日举行的吉林省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吉林省委宣

传部常务副部长张宝宗表示，吉林

省经过45天的艰苦鏖战、 奋力冲

刺，通过对最新一轮长春市核酸检

测结果综合研判，判定4月13日长

春市实现了社会面清零目标。 至

此，吉林省各市州均实现了疫情防

控社会面清零目标。

4月13日召开的吉林省汽车

产业复工复产专题调度会指出，

要聚焦汽车产业及上下游产业链

条，加大为企业服务的力度，加快

推动汽车产业链协同复工复产，

努力稳产满产， 努力减轻疫情对

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调度会强

调， 要全力支持中国一汽复工复

产、稳产满产，全力协调解决复工

复产中遇到的困难和堵点； 协同

推进全省汽车全产业链同步复工

复产， 确保产业链供应链配套链

稳定运行。

吉林省工信厅厅长孙简日前

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吉林省委、省

政府支持中国一汽有序复工复

产。 其中，依托“链长制” 工作体

系，推动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齐步

走” ，首批47家零部件企业正有序

复工。

“建立部省、省际间协调联动

机制，针对产业链供应链关联企业

物流、 原材料跨省区供应堵点问

题，建立专班和台账，逐项销号管

理， 打通吉林省内供应链卡点，也

为省外八个地区整车厂畅通在吉

林省的139家配套企业供应链。 ”

孙简说。

周期行业业绩表现突出

化工行业方面， 锂电池相关产业链上市

公司业绩表现突出。 受宏观政策和市场需求

增加的影响，新能源行业景气度持续提高，锂

电池行业上游材料产品价格大幅上涨， 锂电

材料和锂电设备的需求增加， 相关上市公司

业绩大幅增长。

煤炭行业方面， 受益于报告期内煤炭价

格整体处于高位， 相关上市公司净利润增幅

普遍居前。 平煤股份4月14日晚公告称，预计

一季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6.3亿元，同比增长199.4%。 公司表示，报告

期内，煤炭行业发展势头良好，煤炭价格高位

运行。公司得益于大精煤战略，规模效益持续

释放，公司业绩稳步上升。

德邦证券4月13日发布的研报显示，从一

季度预告业绩增速来看， 上游原材料以及部

分中游高端制造行业的增速领先。 上游原材

料中，石油石化、基础化工、钢铁、有色金属行

业的业绩增速中位数均超100%；煤炭行业业

绩增速中位数达71.4%；受上游煤炭价格上涨

等因素影响， 建筑材料行业业绩增速则出现

明显下滑。 中游制造领域中，电力设备、机械

设备、电子行业业绩增速中位数领先，分别为

103.9%、72.5%、65%，国防军工、通信行业业

绩增速则相对靠后，分别为57.6%、40.3%。

不少业绩预喜的上市公司表示， 出口产

品订单数量恢复至高位。以宏柏新材为例，公

司预计一季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约1.165亿元至1.235亿元， 同比增长

371.1%至399.41%。业绩变动的主要原因是，

公司产品品质稳定， 进一步降低了各项生产

成本，提高了综合竞争力；随着海外疫情逐步

缓解，公司抓住市场机遇，出口产品订单数量

和价格同比均有所上升。

高景气行业积极扩产

不少上市公司在一季度业绩预告中提到

积极扩产，产能增加对业绩影响较大。这在锂

电池产业链、半导体、芯片、医药等高景气行

业中表现尤其突出。

以锂电池产业链上市公司长远锂科为

例， 公司预计一季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2.8亿元至3.2亿元， 同比增长

143%至177.72%。 业绩变动的主要原因是，

公司车用锂电池正极材料扩产一期项目建成

投产，报告期内新建产能逐步释放，产品产销

量实现增长。 市场需求旺盛推动产品价格上

涨，公司营业收入大幅增加。随着公司产能规

模扩张， 规模效应下公司成本控制能力进一

步提升，净利润实现增长。

力芯微预计一季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约5800万元到6800万元，同比

增长140.59%到182.07%。公司电源管理芯片

所处行业下游需求旺盛，公司立足自身优势，

继续加大研发力度；积极推广新产品，并批量

销售；积极应对产能短缺难题，与上游供应商

紧密合作，快速转产扩产，实现销售规模和经

济效益的较好增长。

值得注意的是，一季度业绩预告发布后，

很多绩优股股价出现明显异动。

以九安医疗为例， 公司预计一季度实现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40亿元至

160亿元，同比增长367.07倍至419.66倍。

公司表示，业绩变动的主要原因是，受美

国疫情的影响， 当地对新冠抗原检测试剂盒

产品需求大幅增长。 报告期内，公司iHealth

美国子公司就iHealth新冠抗原检测试剂盒

产品通过自身渠道及亚马逊平台进行销售，

并与客户签署重大合同及订单。 该产品的销

售收入增长为公司报告期内的业绩作出了重

要贡献。

受此影响，九安医疗股价大幅上涨。截至

4月14日收盘， 公司股价收报90.11元/股，创

历史新高。 收盘总市值为431亿元。

此外， 永安药业4月13日晚披露一季度

业绩预告， 预计一季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约4863.43万元至5255.64万

元，同比增长520%至570%。业绩变动的主要

原因是，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产品牛磺酸市场

需求旺盛，销售价格较上年同期显著上涨；由

于2021年第一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基数较低，2022年第一季度业绩同比

大幅增长。 受此影响，永安药业4月14日股价

涨停。

数据显示，截至4月14日晚20时，A

股共有493家上市公司披露一季度业

绩预告。 其中，370家预喜，预喜占比达

75.05%，包括略增87家、扭亏29家、续

盈7家、预增247家。 从行业来看，医药、

化工、有色、汽车制造、煤炭等行业表现

相对亮眼。

493家上市公司披露一季度业绩预告 逾7成报喜

●本报记者 董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