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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何文英

虽然上半年受疫情影响，上市公司
复工复产普遍延迟，但对于吃得苦、“霸
得蛮”的湖南人来说，这都不算个事
儿。

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114家
湖南上市公司（不含千山退）合计实现
总营业收入约 3133亿元，实现净利润
235亿元。有 92家湖南上市公司实现
盈利，占比 80.7%；五成公司营收同比
增长，超六成公司净利润同比增长。其
中，中联重科上半年净赚40亿元，盈利
能力位居湖南上市公司榜首。

透镜公司研究创始人况玉清在接
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疫
情影响下，湖南上市公司上半年能交出
这样一份期中成绩单，表现相当不错。
像中联重科、蓝思科技这类头部企业增
长迅猛，可见湖南制造业的头部企业还
是很强的。”

5家湘企营收跻身百亿元

今 年 上 半 年 ，湖 南 省 GDP 为
19026.4亿元，114只湘股的营业收入共
计 3133 亿元，占全省 GDP 的 16.47%。
同时，A股上市的湖南企业的经营规模
也呈增长态势，114家上市湘企业的营
收平均值约 27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12%。

上半年营收超过百亿元的湖南上
市公司共有 5家，分别是华菱钢铁、多
喜爱、中联重科、蓝思科技和步步高，其
中有3家分布在制造业。

多喜爱的上榜，得益于重组蜕变。
多喜爱主营家纺产品，在 2019年被浙
建集团借壳重组后，主营业务由家纺产
品的生产销售变成建筑施工、基础设施
投资运营等，今年上半年以 371亿元的
营收规模排名湖南上市公司营收榜的
第二位。

中联重科则受益于“两新一重”建
设，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288亿元，同
比增长 29.49%。公司董秘杨笃志对

《证券日报》记者表示，上半年公司持续

完善业务端对端管理模式，管理效能稳
步提升，市场竞争优势增强，新兴产业
空间持续打开，实现了高质量、可持续
的业绩增长。

蓝思科技一直被视为消费电子护
窗玻璃行业的风向标。上半年，公司实
现 营 业 收 入 156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37.05%。蓝思科技董秘钟臻卓对《证券
日报》记者解释称：“上半年，公司及时
可靠地保障了下游客户的交付需求，进
一步赢得客户的信任与支持，扩大了公
司在全球优质细分产品领域的市场占
有率。此外，公司在消费电子垂直领域
加强整合，多点开花，从而成功穿越了
传统淡季。”

科创板“新兵”成“黑马”

上半年，114家湖南上市公司合计
盈利235亿元。其中，有92家公司上半
年盈利，共赚了约 266亿元；另外 22家
合计亏损约31亿元。

中联重科上半年实现净利润 40亿
元，摘得湖南上市公司盈利榜桂冠。华
菱钢铁、长沙银行、五矿资本、蓝思科
技、圣湘生物、芒果超媒、爱尔眼科、方
正证券、中南传媒分列湖南上市公司盈
利榜的第二至第十位。

值得关注的是，今年的榜单中，除
了往年经常上榜的金融业、制造业、医
疗业的“优等生”外，还杀出了一匹科创
板“黑马”圣湘生物。资料显示，圣湘生
物是一家以自主创新基因技术为核心，
集诊断试剂和仪器的研发、生产、销售
以及第三方医学检验服务于一体的体
外诊断整体解决方案提供商。公司于
今年8月28日正式登陆科创板。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中，圣湘
生物研发的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试
剂盒迅速供往疫情防控一线。在产品
快速铺开的贡献下，圣湘生物上半年实
现净利润12亿元，同比大增147倍。

圣湘生物董秘彭铸对《证券日报》
记者表示：“除了新冠检测试剂贡献的

业绩外，今年上半年公司的仪器装机量
是过去三年的近2倍，为公司试剂业务
的持续发展带来较大增量空间。此外，
公司国际化步伐大幅提速，上半年境外
销售占比由去年的 5.05%一跃增至
45.12%，国际销售渠道中50%以上为国
外政府官方相关渠道，公司产品目前已
服务于全球 130多个国家和地区疫情
防控一线，国际化将成为公司业绩持续
增厚的新主线。”

不过，也有部分湖南上市公司受疫
情影响较大，上半年业绩出现亏损。其
中，*ST金贵是亏损大户，半年亏损 13
亿元。此外，佳沃股份、*ST湘电、华银
电力、开元股份等7家公司的亏损额也
超过1亿元。

开元股份董秘彭民在接受《证券日
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上半年受疫情影
响重大，但公司及时调整战略以适应新
形势变化，七八月份业务明显好转，下
半年业绩有望逐渐复苏，重回正常经营
轨道。”

湖南上市公司超八成盈利
圣湘生物净利暴增147倍

本报记者 刘会玲 见习记者 许 伟

上 市 公 司 中 报 披 露 已 经 收 官 。
Choice数据显示，上海地区 317家A股
上市公司有 128家上市公司上半年净
利润同比增长，占比40.38%。

从营业总收入看，今年上半年，上
海地区上市公司合计实现营业总收入
约 2.26 万亿元。其中，收入第一“大
户”花落上汽集团，实现营业总收入
2837.4亿元。另外，中国太保、绿地控
股上半年营业总收入也超过 2000 亿
元；宝钢股份、交通银行、上海建工、浦
发银行上半年营业总收入突破 1000亿
元大关。

从归母净利润看，今年上半年，上
海地区共有253家上市公司实现盈利，
占比达 79.81%，体现出上海企业的经
济韧性。从量级看，交通银行成为上
半年沪地最赚钱上市公司，实现归母
净利润 365.05亿元。此外，交通银行、
浦发银行、中国太保、上海银行的归母
净利润均超过100亿元，包揽上海地区

上市公司净利润前四强。上海石化受
诸多因素影响，归母净利润亏损 17.16
亿元。

网经社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特约研
究员、上海正策律师事务所律师董毅
智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上半年，新冠疫情对上市公司业
绩的影响不可避免。随之而来的全球
各国为救市而采取的宏观调控，助推
了资产价格上行。但体现在二级市场
上，对不同行业的影响不同，从而加剧
了业绩分化。”

营收和净利润
呈现两极分化

在上 半 年 营 收 同 比 增 幅 榜 上 ，
Choice 数据显示，同达创业以 529.6%
的同比增幅斩获冠军，华丽家族、市
北高新的收入增幅也超过 300%，*ST
界龙、先惠技术、ST 创兴、浦东建设
的收入增幅超过 100%。城投控股、
申通地铁、徐家汇等企业营收同比跌

幅 较 大 ，其 中 ，城 投 控 股 的 跌 幅 达
92.11%。

与营收相比，上半年净利润的变
化更是相差悬殊。数据显示，汇通能
源凭借 2521.97%的净利润同比增幅
独占鳌头，华鑫股份（1484.25%）、宏
达 新 材 （977.99% ） 、*ST 界 龙
（890.64%）、先惠技术（885.25%）则紧
随其后，入选净利润增幅“五虎”之
列。与之相应的是，部分上海本地上
市公司的净利润降幅较大。其中，优
刻得的净利润同比降幅达 1081.41%，
由上年同期的盈利 783.93万元转变为
亏损 7693.59万元。

在经营性现金净流量的同比变化
上，各家上市公司的表现也不一。据
Choice 统计数据显示，泛微网络凭借
41465.21%的同比增幅排名榜首，排
名 第 二 的 为 三 友 医 疗（2687.29%）。
统计数据显示，共有 14家上海本地上
市公司的经营性现金净流量同比增幅
超过 1000%。ST毅达的经营性现金净
流量同比减少 13642093.43%，高居减

幅榜之首。

食品饮料和电气设备类企业
业绩普遍向好

上半年虽受疫情影响严重，但“危”中
有“机”。公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上
海地区食品饮料、电气设备类企业的业绩
普遍向好。其中，食品饮料行业中的妙可
蓝多、百润股份等净利润同比增幅分别为
727.87%和55.02%，业绩增长明显。电气
设备行业中，广电电气、海得控制等净利
润增速分别达到107.17%和621.71%。

中国品牌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食品行
业分析师朱丹蓬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
访时分析称，“食品饮料行业的中报业绩
肯定会相对较好，因为食品饮料属于刚
需品类，尤其是第二季度，随着疫情影响
的逐步减弱，大部分食品饮料企业都迎来
新一轮复苏。电气设备领域则得益于国
家大型基建的加码，受到政策端的支持。
所以，食品饮料行业受益于消费端红利，
电气设备行业则受益于政策性红利。”

上海本地317家公司交中期“成绩单”
近八成盈利 超四成净利同比增长

本报记者 李 勇

随着 2020年中报披露的正式收
官，辽宁地区A股上市公司的上半年
经营数据也全部出炉。

据 Wind 金融终端数据显示，除
了今年退市的ST天宝和大化B外，辽
宁 74家在国内资本市场上市的辽宁
企 业 上 半 年 合 计 实 现 营 业 收 入
3904.29亿元，同比下降 5.14%；合计
实现归母净利润123.17亿元，同比下
降 20.15%。有 53家公司实现盈利，
占比 71.62%；其中有 33家公司净利
润取得正增长。

7家企业实现扭亏

虽然 2020年上半年的疫情给部
分企业生产经营带来不利影响，但
森远股份、智云股份、獐子岛、*ST友
谊等公司在内的 7 家辽企实现扭
亏。森远股份披露的中期数据显
示，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37
亿元，同比增长 118.99%；实现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3140.66
万元，扭亏为盈。

对于业绩的良好表现，森远股
份在中报中解释主要缘于销售收入
较去年同期有较大增长。报告期
内，公司在原有产品市场份额的基
础上，加大了再生设备、军工设备的
市场开拓力度，同时，在销售结构
中，毛利率较高的产品销售比重增
长较快。

自 2018 年业绩开始下滑，2019
年曾现大幅亏损的智云股份，今年上
半年业绩也逐渐企稳。公司日前披
露的半年报显示，报告期内，公司实
现营业收入 4.60 亿元，较上年同期
增长 169.40%，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2359.52万元，较一季
度时又明显增厚。公告显示，上半
年公司平板显示模组设备方面实现
收 入 1.31 亿 元 ，较 上 年 同 期 大 增
279.19%。为服务疫情防控，公司新
推出的口罩机及相关设备业务实现
收入 1.97 亿元，成为公司业绩增长
的重要动力。

此外，曾接连多次受灾的獐子岛
在今年上半年也顺利扭亏，报告期内
实现净利润 3997万元。公司一位高
管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上半年公司全面推动“一加三减”
工作，努力化解产业风险，保障企业
平稳运行。实现扭亏主要是因为报
告期内相关资产出售转让方面的影
响，包括牡蛎苗种等相关产业在上半
年也实现了较好的盈利。

财务负担加重 净利下滑

据《证券日报》记者统计，今年上
半年，74家上市辽企中，有 21家业绩
出现亏损，较去年有所扩大，其中文
化、旅游、零售、服务等行业所占比重
较大。具体来看，沈阳老牌商业零售
企业中兴商业出现上市以来的首
亏。数据显示，上半年公司销售收入
同比下降超七成，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亏损 1082.09万元。另一
家上市商业企业大商股份，上半年营
业收入 39.69 亿元,较去年同期下降
66.2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2.79 亿元，较去年同期下降
55.99%。

旅游业也是受冲击较大的行业，
由于上半年公司场馆大部分时间关
门歇业，大连圣亚报告期内仅实现
营业收入 2285.89 万元，同比下降
82.52%，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 润 也 由 盈 转 亏 ，净 亏 损 5320.07
万元。主营幼儿早教的美吉姆上
半年营业收入也大幅下滑，仅实现
1.27 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亏损 2281.82 万元。此外，
文投控股、吉翔股份等文化行业上
市公司受影响也较大，出现额度不
等的亏损。

不过，社会服务业中，上半年，辽
宁几家交通物流企业表现却都不
错，大连港、营口港、锦州港的净利
润都实现正增长，其中大连港净利
润增幅近五成，主营快递物流的圆
通速递上半年净利润增幅也超一
成。新热点财富创始人李鹏岩在接
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上
半年，社会服务相关行业整体受影
响较大，随着生活秩序的逐渐恢复
以及相关支持政策的陆续出台，相

关行业状态也在慢慢调整，逐步恢
复，但要彻底摆脱影响，还需要一定
的时间。

与零售、服务等第三产业公司受
冲击不同，上半年，部分工业及制造
企业表现抢眼。如率先实现一体化
发展的民营企业恒力石化，上半年业
绩增长依然强劲。报告期内，公司实
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55.17亿元，相当于“包办”了辽宁上
市公司近半的净利润，占到74家上市
公司净利润总额的44.79%，继续大幅
领跑。恒力石化董事会办公室主任、
证券事务代表高明对《证券日报》记
者解释道：“上半年，头部企业特别是
具备中上游先进一体化原料配套产
能布局的全产业链发展企业，基本上
都保持着较高的装置负荷和稳定的
运行态势，维持着较大的盈利空间。
这也正是行业打造先进一体化产能、
实施高质量发展的重构效应、升级效
果和战略意义所在。”

此外，大连重工、大连电瓷、亚世
光电、奥克股份、禾丰牧业等生产、制
造企业上半年经营业绩也都实现了
较好的增长。

整体来看，上半年上市辽企整体
财务负担有所增加，报告期内74家企
业财务费用合计124.84亿元，较去年
同期增加10.20亿元，增幅8.9%，收入
方 面 ，74 家 企 业 营 业 收 入 合 计
3904.29 亿元，也是近年来唯一的一
次负增长，较去年同期净减少 204.46
亿元。盈利方面，74家企业合计盈利
123.17亿元，较去年同期净减少31.08
亿元，降幅超两成。

21家公司研发费用同比增加

在对上半年数据进行梳理时，
《证券日报》记者还关注到，74上市辽
企中，有21家公司的研发费用较去年
同期是增加的，这 21家企业中，有 19
家企业上半年实现盈利，有12家盈利
水平较去年同期实现正增长。

如中广核技上半年就经受住了
疫情考验，经营业绩逆市上扬。上半
年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 利 润 1.99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320.88%。公司在半年报中表示，疫
情期间加大了对新产品的研发投入，
并积极推进产品结构升级，自主研发
的新材料和新产品取得了突破并实
现产品投放市场。

兴齐眼药今年上半年的研发投
入较去年同期增长了 36.22%，公司
在半年报中表示，自创立以来，始终
重视新产品的研发，将具有自主知
识产权的新产品开发作为公司持续
进步和创新的目标，研发投入逐年
增加。披露的数据显示，上半年兴
齐眼药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1531.48万元，比上年同期增
长 167.48%。

七彩化学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和
国内外复杂多变的宏观经济形势，进
一步加快提升生产运营、财务核算及
供应链管理能力，及时匹配客户需求
提高产品供应能力，加强主营业务研
发投入和市场开拓，在核心技术的广
度和深度上不断创新，上半年业绩也
有不俗表现。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
业收入 4.25亿元，同比增长 22.80%；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9170.13万元，同比增长 58.01%。上
半年公司研发费用 2020.45万元，较
去年同期增长55.13%。

“公司经营业绩的稳健增长，得
益于这些年在研发方面的持续投
入。研发投入虽不会产生立竿见影
的效果，但会不断提升企业核心竞
争能力，从长远看对企业发展是有
极大好处的。”七彩化学董秘于兴春
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公司还在不断地加大研发投
入，如前期与辽宁科技大学联合成
立研究院，就是让校企合作更深入，
给企业带来研发创新的合力，助力
企业更好地在行业内深耕。”

对于部分企业持续高比例的研
发投入，一位不愿具名的研究人员向

《证券日报》记者表示，“研发投入对
企业效益的拉动效应还是很显著
的，长期注重于提升创新能力、提高
技术研发水平的企业竞争能力和抗
风险水平也更高，特别像在疫情发
生这种特殊情况下，会有更充分的
应对能力，所受的冲击和影响相对就
小，业绩也更为突出。”

上市辽企上半年超七成盈利
研发成抗风险拉动增长“利器”

本报记者 舒娅疆

东方财富Choice数据统计显示，今
年上半年，134家在A股上市的四川企业
合计实现营业总收入3418.56亿元，实现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总额
361.17亿元，相当于平均盈利2.7亿元。

《证券日报》记者注意到，多家上市
川企上半年业绩较一季度出现明显改
善。Choice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共
有108家四川上市公司实现盈利，占比
80.6%；净利润同比正增长的上市川企
数量从一季度末的48家增至二季度末
的 64家，亏损企业则从一季度末的 42
家降至二季度末的26家。

今年上半年，新希望、四川长虹、五
粮液、四川路桥、通威股份、东方电气、
蓝光发展等 7家上市川企的营业总收

入突破百亿元，跻身“百亿元俱乐部”。
其中，新希望以 446.96 亿元的营收成
绩，取代2019年的营收冠军四川长虹，
成为今年上半年营收最高的上市川企。

近年来，猪肉价格持续维持高位运
行，促进了新希望猪养殖业务的发展壮
大，成为助推公司营业收入和利润显著
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公告显示，新希
望 2020年上半年猪养殖业务实现营业
收入 69.48亿元，同比增加 50.25亿元，
增幅为 261.23%。从产业发展趋势来
看，卓创资讯分析师王亚男在接受《证
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9月上旬各
大养殖企业尚无密集出栏生猪计划，而
市场供应量恢复并不显著，预计生猪价
格或呈反弹后震荡走势。”

在盈利方面，白酒、金融依然是川
股中最“吸金”的两大行业板块。今年

上半年，五粮液一骑绝尘，以 108.55亿
元的归母净利润继续高居上市川企“盈
利王”的宝座。泸州老窖以32.2亿元的
成绩紧随其后；成都银行、国金证券的
上半年归母净利润分别为27.53亿元和
10.02亿元。此外，新希望、蓝光发展、
川投能源、通威股份等4家川企的归母
净利润也都超过 10亿元，堪称川企中
的“吸金”翘楚。

与此同时，上半年共有 26家上市
川企净利润亏损，与第一季度相比，亏
损企业数量减少了16家。

伴随国内疫情的逐渐稳定和宏观
经济环境的趋好，上市川企的经营业绩
大都出现改善。统计数据显示，上半年
共有11家上市川企归母净利润同比增
幅超过 100%，比一季度增加 6家。包
括上述 11家公司在内，共计 64家上市

川企上半年净利润同比实现正增长，比
一季度的48家增加16家。

上市川企的上半年业绩与区域经
济的发展态势比较契合。四川省统计
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四川省
GDP同比增长 0.6%，而一季度GDP同
比下降 3%，已顺利实现由降转增。主
要经济指标持续回升，说明积极因素在
不断积累，发展活力在持续增强。

四川（西部）经济文化发展研究院
财金商贸研究中心主任王小琪对《证券
日报》记者表示，上市川企自今年二季
度以来，恢复发展的态势较为明显。一
方面，以新经济为代表的优势行业，比
如生物医药、电子信息、大数据等行业
的上市企业，业绩表现相对较好；另一
方面，在传统优势行业方面，上市川企
的恢复状况也较为明显。

134家川企上半年实现营收3419亿元 超八成盈利

编者按：上市公司中报披露已收官。面对突发疫情的冲击，不同的行业展现出不同的抗风险能力，不同地区的上市公司经营情况也
体现出当地经济的韧性。今天，本报对湖南、四川、上海、辽宁地区公司的上半年业绩进行梳理，并展望下半年经营态势，为投资者操作
提供参考。

读半年报知区域冷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