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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殷高峰

57家陕西本地上市企业半年报整体
表现较好。陕西57家上市公司上半年共
实现营业收入1473.80亿元，较上年同期
增长2.88%，同比增速较一季度提升2.53
个百分点，实现归母净利润约122.73亿
元，较上年同期增长1.09%，较一季度的
同比下降7.15%出现大幅回升，与二季度
中国经济持续复苏的趋势一致。

41家上市公司实现盈利

“从上半年陕西上市公司的数量
看，首先陕西上市公司的数量比 2019
年增加了3家，这也反映了更多优质陕
西企业登陆资本市场。”财税专家、西北
大学国际商学院客座教授仝铁汉对《证
券日报》记者表示。

“整体上看，今年上半年陕西的上
市公司中，营业收入多、经营业绩好的
企业还是集中在传统的资源类和制造
类企业，旅游、餐饮、消费等行业的企业
受到疫情的影响较大。”仝铁汉表示。

根据 choice数据显示，上半年陕西
收入前十的上市公司里，陕西煤业、陕
天然气、金钼股份等属于能源资源类企
业，中航飞机、航发动力、彩虹股份和陕
鼓动力等都是制造类企业。

“采掘行业仍是陕西上市公司中的
第一大行业，上半年实现营收425.05亿
元，占陕西上市公司总营收的近三成；
紧随其后的是电气设备行业，实现营收
266.71亿元，占比 18%；第三位是国防
军工行业，实现营收 253.42亿元，占比
17%。这三个行业合计贡献了陕西上
市公司 64%的营收。”开源证券资深投

资顾问刘浪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
访时表示。

在盈利方面，今年上半年，陕西有
41家上市公司实现盈利，占 57家企业
的72%。

“从归母净利润角度来看，上述三
个行业的重要性更加凸显，2020年上半
年共实现归母净利润约 97.07亿元，贡
献了陕西上市公司整体近八成的盈
利。各行业板块中，电子、商业贸易、医
药生物和休闲服务板块出现亏损，体现
了消费和服务业复苏落后于生产的状
况。”刘浪表示。

“从增速角度来看，陕西上市公司
涉及的 17个行业中，有 10个行业的业
绩出现负增长，除了出现亏损的电子、
商业贸易、医药生物和休闲服务板块，
还包括有色金属、建筑装饰、化工、公用
事业、房地产和采掘板块，表明虽然经
济复苏进程仍在持续，但上半年疫情对
经济的冲击尚未得到完全消化，下半年
经济复苏仍然是艰巨的任务。”刘浪称。

“不过，与一季度相比，多数行业增
速跌幅收窄，考虑到更多经济刺激政策
和财政支持在三季度落地，预计三季度
陕西上市公司的业绩将继续改善。”刘
浪进一步分析称。

隆基股份逼近陕西“盈利王”

今年上半年，陕西煤业以 49.86亿
元的净利润连续第 4年摘得陕西上市
公司的“盈利王”。盈利规模排在第二
位、第三位的分别是隆基股份的 41.16
亿元和西安银行的13.48亿元。

在刘浪看来，陕西煤业是陕西上市
公司中当之无愧的“巨无霸”，上半年实

现营收超387亿元，营收规模独占鳌头，
一家公司贡献了陕西上市公司整体四分
之一的营收，净利润虽然较上年同期出
现下滑，但仍然高达49.86亿元，在陕西
上市公司上半年总盈利中占比超四成。

值得注意的是，2017年半年报，隆基
股份净利润尚不足陕西煤业四分之一。
2018年、2019年上半年，隆基净利润约
是陕煤的三分之一。今年上半年，隆基
股份净利润同比增长 104.83%，净利润
达到了陕西煤业的82%。

“陕西另一个重量级企业则是隆基
股份，公司上半年实现营收201.41亿元，
逆势实现了近43%的高速增长，盈利能
力则更加突出，上半年实现净利润41.16
亿元，占陕西上市公司总盈利的三分之
一。”刘浪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隆基股
份已成为全球光伏行业龙头，其业绩快
速增长体现了经济发展新动能的作用。

上半年陕西上市公司公司中业绩

表现最差的企业则是彩虹股份，虽然公
司上半年营收大幅增长，从去年同期的
20.86亿元提升至39.40亿元，跻身陕西
上市公司营收前十位，但却持续亏损，
并且亏损数额从上年同期的 2.41亿元
扩大至 16.78亿元，成为陕西上市公司
中亏损最大的企业。“彩虹股份的困境
主要是由于LCD面板行业当前整体处
于周期底部，行业进入产能出清阶段。”
刘浪分析称。

在仝铁汉看来，投资者在分析企业
利润时，不但要看利润总额，还要看利
润的来源和结构。如果一家企业主业
经营出现亏损，主要是靠收到政府补贴
等非经常性损益实现盈利的，那么就意
味着这家企业在经营与管理方面还有
一定的改善和提升空间。“从盈利能力
来看，陕西的上市公司出现了结构性变
化，对亏损金额大或连续亏损的企业来
讲，下半年会面临更大的压力和挑战。”

陕西上市公司上半年超七成盈利
隆基股份净利同比增长104.8%

本报记者 桂小笋

同花顺数据显示，截至8月31日，
86家农业上市公司中报显示，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总金额约为 333
亿元，牧原股份、温氏股份、新希望等
3家公司的归母净利润总和达 181亿
元，占 86家公司归母净利润的 54%，
可谓是占据了半壁江山。

对于行业的发展状况，中国农业
科学院北京畜牧兽医研究所副研究员
朱增勇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
说，行业集中度会进一步提升，龙头企
业市场话语权将进一步提升。

除上述 3家公司之外，净利润同
比增长幅度超过 100%的农业企业有
21家，从这些公司的主营业务构成中
可以看出，养殖企业净利润整体增长
幅度都表现不俗。

“本轮‘猪周期’的一个显著特点就
是养殖门槛进一步提升，在‘非洲猪瘟’
疫情下，对高生物安全条件下标准化、
现代化猪舍建设资金需求以及相应的
养殖管理和技术需求提升，特别是疫情
导致大量散养户退出，新建和扩建猪场
显著增加，规模化、产业化发展速度将
会明显提升，预计到生猪产能完全恢复
后，规模化水平能够达到60%左右。”朱
增勇对《证券日报》记者说。

卓创资讯分析师马丽媛在接受
《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也介绍，生猪
价格将会有一段时间维持在高位，“今
年7月份至8月份，南方局部地区生猪

产能下降，虽然北方复产比较成功，但
入冬后各项疫病或影响产能的恢复速
度。因此，生猪养殖行业的利润未来
是看降的，但降幅并不会太大。”

此外，朱增勇认为，从行业的发展
情况来看，规模龙头企业具有资金、技
术和管理优势，未来行业集中度将会进
一步提升，应该说未来龙头企业市场话
语权将会进一步提升，将会加速进入屠
宰加工和食品加工领域。市场价格的
波动将会影响所有养殖主体的利润。

“本轮产能恢复受非洲猪瘟疫情
等多种因素叠加影响，产能完全恢复
需要一个过程，四季度供给将开始明
显恢复，预计2021年生猪价格将会处
于下降趋势，但生猪养殖仍有望保持
相对较好收益。”朱增勇说。

马丽媛说，从行业过往的发展情
况来看，在 2006 年是个分水岭，“自
2007年开始，为稳定生猪供应，各项
政策给了规模养殖场利好，中小养殖
企业和散户加速退出，规模企业也做
了横向整合，2016年开始，大型企业
投资明显增加，使行业集中度大大提
升。2019年，行业前10名的企业出栏
数量的市场占比在 10%左右，预计
2020年可以提升至14%。”

市场的集中也带来了利润的集
中，“大型企业有资金实力，养殖成本
较低，在生物安全防控上也更到位，更
有保障，未来生猪养殖行业规模化程
度将加深，利润向寡头集中现象会更
明显。”马丽媛说。

86家农业上市公司
上半年实现净利约333亿元
3家“养猪大户”占半壁江山

本报记者 龚梦泽

今年上半年，我国汽车行业整体
降幅有所收窄，但是行业产销下降依
然面临较大压力。数据显示，前 6个
月，国内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011.2万
辆 和 1025.7 万 辆 ，同 比 分 别 下 降
16.8%和16.9%。

同花顺 iFinD 统计显示，2020 年
尽管 22家上市整车企中有 14家车企
实现盈利，但近七成企业净利出现同
比下滑。2020年上半年国内上市车
企营业收入合计为 6276 亿元，相比
2019 年 的 6877 亿 元 同 比 下 跌 了
8.74%；营业收入的显著下挫直接拖
累净利润掉头向下，2020年上半年上
市车企净利润总额仅为 147亿元，同
比2019年跌幅达25%。

整车企业中，上汽集团以84亿元
的净利润业绩继续领跑国内车市；长
安汽车和广汽集团分别以 26亿元和
23亿元的净利润，跻身利润榜前列；
除了一汽解放因重组置入盈利能力较
强的资产导致大幅增长外，净利润增
速最快的当属江铃汽车，净利润实现
同比增长253%。

近七成车企净利润同比下滑
最大净利降幅达2815%

据记者统计显示，沪深两市22家
整车上市公司成绩单中，14家车企实
现盈利。其中上汽集团、长安汽车和
广汽集团位居盈利前三名，归属母公
司股东净利润分别为 83.94 亿元、
26.02亿元和 23.18亿元，成为半年度
最赚钱车企；*ST力帆、ST海马和江淮
汽车排名靠后，分别亏损 25.95亿元、
1.73亿元和1.47亿元。

净利润为正的基本“温饱”难掩行
业寒意。《证券日报》记者统计显示，
2020年上半年 15家车企出现净利润
同 比 下 滑 ，约 占 到 车 企 总 数 的
68.18%；且有 8家企业同比降幅超过
100%，最高降幅竟高达2815%。

今年上半年，疫情对国内汽车产
业造成了巨大冲击，国内车市出现了
深度下探，加之中美贸易摩擦等不确
定因素，消费者持币观望情绪浓重，行
业增长陷入停滞，汽车板块利润持续
承压。数据显示，上半年22家整车上
市公司营业收入合计6276亿元，相比
2019年同期下跌了 8.74%，包括几大
国有汽车集团和民营车企业绩皆以

“降”为主。作为中国汽车产业的绝对
龙头，上汽集团的半年报业绩成为整
个行业的真实写照。

上汽集团2020年半年报显示，受
疫情冲击，公司经济运行节奏受到影
响，经营挑战加大。上半年公司实现营
业 收 入 2837.40 亿 元 ，同 比 下 降
24.60%；销量方面，上半年，集团整车销
售204.9万辆，同比下降30.2%；其中，
乘用车销售163万辆，同比下降35.8%。

对此，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
长陈士华表示，行业企业应重点关注
市场的变化，及时调整好生产、销售节
奏。“从行业发展态势看，海外市场需
求还未恢复，出口依赖型企业仍未摆
脱困境；另一方面，在各地促进消费政
策陆续到期以后，市场需求可能也会
有所下降。”

不过，陈士华同时强调，今年初协
会预估上半年产销降幅或达25%。然
而目前来看总体降幅还是要好于预
期。尤其是“4月份到 6月份，恢复的
速度还是很快的。”

对于汽车行业未来发展态势研
判，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认为，如果国内
及海外疫情得到有效控制，乐观估计
今年全年汽车销量同比下降 10%；如
果海外疫情继续蔓延，则预计今年全
年汽车销量将同比下降20%。

受基建投资增速影响
商用车整体表现优于乘用车

与乘用车销量的持续缩紧形成鲜
明对比的是，今年商用车呈现出较强
发展态势。尤其二季度以来，疫情的
减退助推商用车销量上扬。中汽协数
据显示，今年1月份-6月份，商用车产
销分别完成 235.9万辆和 238.4万辆，
同比分别增长9.5%和8.6%。

对此，新浪汽车财经专栏作家林
示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受排放限
制升级、治超、货运结构调整、疫情后
基建投资增速加快等因素影响，使得
商用车这一增长点表现尤为突出。

商用车强劲的增长势头也体现在
整车上市公司的业绩当中。在净利润
实现增长的公司中，作为国内商用车
驰名企业，江铃汽车逆市上涨，数据一
骑绝尘。江铃汽车方面称，盈利水平
的显著提升得益于销量提升、销售结
构改善，以及持续推动降本增效、严控
费用支出。财报显示，公司上半年实
现营业收入140.7亿元，实现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1亿元，同比上
升253%。

几家欢喜几家愁，在一片下滑走
势中，虽不乏逆势增长的强势选手，但
更多的参与者则是随行业同频震荡起
伏。在榜单靠后业绩亏损的企业中，
*ST力帆成为亏损大户，上半年净利
润 亏 损 25.95 亿 元 ，同 比 下 滑
173.99%；记者注意到，尽管通过“卖
房扭亏”，ST海马已于今年 6月 19日
实现“摘星”，但其现状仍不容乐观。
由于产销量大幅下降，ST海马上半年
净利润亏损1.73亿元。

值得一提的是，凭借与跨国巨头大
众汽车与新势力蔚来汽车的合纵连横，
江淮汽车获得了行业内外的广泛关注，
但公司本身的业绩表现却不佳。上半
年，江淮汽车实现营收249.41亿元，同
比下降7.63%；净利亏损1.47亿元，较
上年同期下跌217.84%。

上半年近七成车企净利同比下滑
商用车整体表现优于乘用车

本报见习记者 李昱丞

随着上市公司半年报披露收官，
646家广东上市公司交出上半年“成绩
单”。据Wind数据统计发现，与去年同
期相比，211家企业实现营业收入、净利
润“双增”，占比逾三成。

记者注意到，二季度广东上市公司
业绩转暖趋势较为明显，当期共有 364
家企业归母净利润为正且同比增长，占
比超过半数，并且数量较一季度的 197
家增长了167家。

对此，广东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副院
长王方方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
时表示：“在国家一系列财政政策和货
币政策配套组合实施中，国内经济大环
境的投资和消费热度开始稳步回升。
特别是广东地方政府在公共服务投资、
企业优惠和补贴等一系列供给侧政策
措施上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使得产业逐
步恢复振兴态势的同时，企业生产经营
压力减少，业绩出现回暖。”

申万研究所首席市场专家桂浩明
告诉《证券日报》记者：“上市公司二季
度业绩回暖，与当期开工率回升、生产
经营逐步正常有关。广东地区受益于
出口复苏较快，加上信息产业回升强

劲，因此经济状况较好，上市公司经营
也比较理想。”

金融与地产行业企业继续领跑

从营收和归母净利润角度看，广东
辖区的金融、地产行业企业继续领跑。
上半年，营业收入排名前十名上市公司
中，有5家金融地产公司，分别为：中国平
安、招商银行、万科A、平安银行、保利地
产；归母净利润排名前十的上市公司中，
有7家金融地产公司，分别为：中国平安、
招商银行、平安银行、万科A、保利地产、
中信证券、广发证券。其中，中国平安上
半年分别以 6299.56亿元营收和 686.83
亿元归母净利润继续蝉联双料榜首。

另外，646家广东上市企业中，头部
企业工业富联位居营收排行榜第二名，
美的集团和格力电器继续保持前十。
而比亚迪、中兴通讯、立讯精密和 TCL
科技的营业收入也位居前二十。

在上半年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广
东上市公司营业收入的增长速度普遍
较快，其中达安基因和华大基因上半年
营 业 收 入 分 别 同 比 增 长 313.63%和
218.08%，位列第一名和第三名，而游戏
上市公司中青宝以同比增长 229.09%

位列第二名。
在上半年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速排

名前十的广东上市公司中，5家企业属
于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
业，占据半壁江山。其中，上半年欧菲
光实现归母净利润5.02亿元，较去年同
期增长近23倍，增速位列第一。

对于医药、通信计算机行业的上市公
司业绩增长较快，王方方认为：“因为疫情
的原因，上半年医疗设备和产品需求显著
增加，医疗行业企业订单猛增。企业为满
足国内外刚需，投入和生产能力加大，经
营业绩出现较明显的提升。同时，国内国
际在线教育、远程办公、在线购物、在线文
化娱乐活动、在线医疗诊断等行业需求大
幅增长，也催生了国内通讯和计算机行业
上市公司业绩的快速增长。”

二季度业绩增长迹象明显

《证券日报》记者通过Wind数据统
计发现，今年第二季度，646家广东上市
公 司 的 营 收 同 比 增 长 速 度 中 值 为
7.15%，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速度中值
为 11.55%，增长迹象明显。数据还显
示，在二季度，共有 364家广东上市公
司归母净利润为正且同比增长，较一季

度的197家增长了167家。
以工业富联为例，中报显示，公司

在二季度分别实现营收和归母净利润
966.00亿元和 31.73亿元，分别同比增
长 6.87%和 21.85%，扭转了一季度营
收、净利润同比增长速度为负的局面。
工业富联对此称，二季度受益于防疫措
施的有效开展，以及疫情的逐步缓解，
市场供给和需求全面复苏，公司营业收
入稳定增长，净利润水平显著回升。

营业收入位居前二十的比亚迪也
在二季度实现逆袭。Wind数据显示，
比亚迪在二季度实现营业收入 408.24
亿元，同比增长 28.06%，增速转正。比
亚迪还预计 1月份-9月份的累计净利
润为 28 亿元-30 亿元，预计同比增长
77.86%-90.56%。比亚迪称，2020年第
3季度，国内疫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汽
车行业稳步复苏。

除了比亚迪以外，截至9月2日，另
有 26家广东上市公司对前三季度业绩
进行了预增公告。

对于上市公司下半年业绩走势，桂
浩明表示：“上市公司业绩增长在三季度
应该能够延续，经济逐季改善是大趋势，
估计在明年一季度会达到高点，届时由
于可比基数低，增速可望超过7%。”

646家广东辖区上市公司交出上半年“成绩单”

逾三成广东上市公司营收净利双增
超半数二季度净利润增长

本报记者 何文英

“8月27日，上午十点半提前几分钟
老师让我们买入泰嘉股份，说会快速拉升
涨停，我在当天涨停板位置买进，亏了5
万多块钱，像我这样的受害者还有很多。”
浙江的股民章先生对《证券日报》记者表
示，自己听信微信荐股遭遇了“杀猪盘”。

9月1日晚间，股价近几个交易日断
崖式下跌的泰嘉股份发布股票交易异常
波动公告，公司称近日收到多位投资者
反映，市场上存在有人利用微信群等方
式向股民推荐买入公司股票的情形。经
查，公司及相关人员均未策划、参与该类
活动，也未授意他人策划、参与该类活
动，与该事件无任何关联关系。

泰嘉股份董秘谢映波对《证券日报》
记者表示：“公司经营一切正常，此次事
件对公司二级市场形象造成了重大负面
影响，公司现在正积极跟监管部门沟通，
希望能通过数据监控查出幕后黑手。”

听信荐股
投资者三天损失近30%

根据章先生提供的微信截图显示，

8 月 26 日晚上所谓的“老师”通知称：
“明天上午 10：30集体建仓拉升，10：30
后开始拉涨停，持股周期五天左右，目
标收益32%。”

另一位受害者罗先生提供的微信
截图显示，“老师”还强调：“成交后第一
时间把成交明细发我确认，明天我会提
前给到挂单点位，你按照我的指令操作
即可。”

8月27日上午10：15，“老师”提示15
分钟后开始建仓。10：30，“老师”发出金
股提示：“泰嘉股份为了有效抢到优质筹
码，请于现在挂单抢筹，比现价高0.3元
挂单抢筹，个股止盈在14元附近，确保能
够买入，买入后请及时发成交明细截图
过来，方便资金盘口的统计。”

事实上，从当天的分时走势来看，
10：30左右泰嘉股份股价已经拉至接
近涨停位置（11.23 元/股），但仍有不
少股民听信“老师”荐股在涨停板位置
买入。

在快速拉升至涨停价位置不久，泰
嘉股份便直线跳水，当天收盘反而跌
0.98%，报收 10.11元/股。当日盘中最
大振幅近 12%，全天成交 3.37亿元，换
手高达14.74%。8月28日，泰嘉股份全

天封死跌停，8月 29日也以跌停开盘，
最终三个交易日公司股价累计下跌
18.2%。

“我是在8月27号涨停的位置买入
的，三天内最大跌幅差不多 30%，8月
28号我就被‘老师’拉黑了。”据章先生
描述，像他这样的受害者有近30个，大
家组建了一个微信群保留了相关证据，
正准备向相关部门举报。

公司称
基本面无重大变化

“我星期五打电话给泰嘉股份，他
们说 8 月 27 日就看到盘中股价异动
了，但是公司也没有发公告提示，我觉
得他们肯定是配合庄家出货。”章先生
认为，公司是和资金串通联合来割韭
菜的。

对此，谢映波表示很无奈。“我们必
须按照相关规定来出异动公告，盘中并
未达到异动标准。我们对非法荐股也
深恶痛绝，公司已经向监管部门反映了
相关情况，希望能查明幕后黑手。”谢映
波同时强调，公司自上市以来一直保持
稳健增长，基本面未发生重大变化。

湖南芙蓉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
钟文科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这种
通过互联网平台非法荐股，吸引大量散
户资金，抬升股价出货的方式，已经涉
嫌操纵市场，根据《证券法》第五条、第
二百零三条规定，应当处以没收非法所
得及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款；而这种牟
取非法利益，也已经构成诈骗罪，数额
巨大的，还会处以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
期徒刑。”

事实上，类似泰嘉股份这样的“杀
猪盘”近期并不鲜见。济民制药、盛洋
科技、原尚股份、松霖科技等均出现了
类似股价异动并有投资者反映被“老
师”荐股入坑的情况。

对此，财信证券投教专员蒋琴珺在
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证券
期货投资咨询业务必须取得中国证监
会的业务许可，未经中国证监会许可，
任何机构和个人均不得从事该业务。

“若发现有疑似非法荐股，可通过诈骗
分子联系投资者的软件上举报，如微信
APP上可通过微信 110小程序举报，或
登录中国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
中心进行举报，也可联系开户券商代为
举报。”

泰嘉股份躺枪“杀猪盘”投教专员提醒远离“非法荐股”

从半年报看行业复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