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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半年报

本报记者 冷翠华

8 月 20 日晚间，A 股上市险
企的首份半年报正式出炉。中国
人 保 发 布 的 半 年 报 显 示 ，上 半
年，其实现净利润 232.8 亿元，同
比增长 31.6%；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净利润为 168.84 亿元，同比增
长 34.0%。

中国人保在此前的业绩预增
公告中指出，业绩增长的主要原
因是投资收益同比增加和费用支
出同比下降。根据半年报数据，
该集团实现总投资收益 353.62亿
元，同比增长 34.9%；年化总投资
收益率为 6.7%，同比上升 1.2个百

分点。同时，上半年，人保财险的
费用率为 25.4%，同比下降 6.5 个
百分点。

具体来看，上半年，人保财险
承保利润 54.21 亿元，同比增长
2.4%；投资收益 156.40亿元，同比
增长 20.2%。人保寿险投资收益
154.02亿元，同比增长26.6%；人保
健康的投资收益为 15.74亿元，同
比增长 54.3%。可见，强劲的投资
收益是中国人保上半年净利润大
幅增长的主要原因。

从保险业务来看，中国人保
旗下人保财险上半年取得保费收
入 2518.25 亿元，同比增长 2.5%。
其 中 ，车 险 保 费 收 入 1207.55 亿

元，同比下降 7.8%。“费率下降，
车均保费同比大幅减少。”中国人
保在半年报中指出，其优化车险
经营模式，大力发展家用车业务，
汽车续保率同比上升 2.1 个百分
点，承保数量同比增长 11.1%；家
用车承保数量占比 80.6%，同比上
升 1.3个百分点。同时，其战略性
发展非车险业务，实现原保险保
费 收 入 1310.70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4.4%；占比 52.0%，同比上升 5.3
个百分点，整体业务结构更加均
衡。

人保财险的信用保证险业务
仍在进一步收缩，上半年保费收入
为 11.63 亿元，同比下降 73.1%。

“持续加强风险管控，融资性信用
保证险业务规模同比大幅减少，
但盈利性较好的非融资性信用保
证险业务规模同比大幅增长。”中
国人保表示。上半年，人保财险
融资性信用保证险业务扭亏为
盈，非融资性信用保证险业务继
续保持较好的承保盈利水平，整
体信用保证险实现承保利润 3.04
亿元。

中国人保旗下人保寿险上半
年取得保费641.33亿元，同比下降
4.6%。期交续期保费为 350.38亿
元，同比增长6%，但长险首年新增
保费仅 274.35 亿元，同比下降了
15.1%。从盈利水平来看，上半年

其实现净利润 44.85亿元，同比增
长17.1%。“人保寿险加快重点战略
项目落地实施，持续夯实合规风控
管理基础，主动压缩趸交业务和调
整业务结构，期交（含续期）业务占
比不断提升，达到 77.5%。”中国人
保半年报指出。

中国人保还指出，因行业重
疾险相关规则改变，新重疾产品
市场接受度有待进一步提升，人
保寿险实现健康险原保险保费收
入 102.84亿元，同比下降 13.4%。

此外，中国人保2021年半年度
利润分配方案建议，每10股派发现
金股利 0.17 元（含税），共计分配
7.52亿元（含税）。

中国人保上半年归母净利同比增34% 投资收益增逾三成

本报记者 李豪悦

8月19日，互联网游戏公司多益网络在官方渠道发
布了一篇名为《董事长亲查广告腐败、广告假量纵容外
挂案》的长文。

据了解，文章内容由多益网络董事长徐波书写，文
中介绍，“公司前CEO唐忆鲁团伙，腐败贪污及阴谋诈
骗，为了隐瞒其团伙安排的以虚假注册量收费的广告，
而包庇纵容外挂，给玩家带来巨大伤害。”

文章没有披露前CEO腐败贪污的细节，《证券日报》
记者采访多益网络相关负责人，截至发稿未收到回应。

陷入裁员风波

多益网络前身为广州金山多益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成立于2006年7月份，后更名为广州多益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于 2015年 9月 25日整体变更为广州多益网
络股份有限公司。

据媒体报道，撰写长文的徐波曾在网易从游戏客
服做到了《梦幻西游》的游戏策划，出走网易后拿到金
山投资创立多益网络。

徐波在此次亲查腐败的文章中介绍，自己是游戏
研发出身，最初不熟悉研发以外的事情。因此“将多益
创业早期的市场人员唐忆鲁，任命为市场方面的负责
人。后因跟随徐波创业的核心人员均为游戏研发人
员，他们和徐波一样不熟悉财务、市场、合同、行政、公
关等工作，所以为了方便财务、合同审批，将唐忆鲁任
命为CEO。”

徐波介绍“唐忆鲁在任职多益CEO期间，处心积虑
笼络、外聘、培养其党羽，其团伙在多益欺上瞒下为包
庇故意造假的广告注册玩家外挂号，而纵容外挂。”

据报道，多名多益网络内部人士透露，此次公开信
发布颇为突然，导致内部出现人事地震，有多位相关部
门员工在文章发布后“被炒”，包括多位品牌公关、营销
广告等职能人士。

与此同时，一篇关于“网传游戏公司多益网络突然
开除所有公关部女生”的文章下，一名匿名用户表示，
自己是多益网络公关部 13 名女生之一，并称 8 月 19
日，公司非法禁锢、强迫签署，全面劝退女员工，除一名
孕妇和一位休产假同事，剩下的 11名女生均被叫进小
黑屋“面谈”，并被要求签下工作交接单、离职申请单、
请假一个月申请单，没收工卡，全程跟随，直到被逐出
公司。

《证券日报》记者就此向多益网络相关负责人求
证，上述内容是否属实，与公司“腐败”案是否有关，截
至发稿未收到回应。

两次折戟IPO

多益网络并非第一次因“员工问题”身处舆论漩涡
之中。

2020年徐波曾在公司总群表示“今年公司效益良
好，利润有较大增长。所以公司决定，允许员工自愿申
请每月降低待遇10%。”

多益网络官方微博曾对此回应，表示“自愿降薪是
员工合理合法的权利”，“多益老员工和高管100%申请
参加自愿降薪活动，内心普遍真实高兴满意”。

从过去公司披露的数据来看，多益网络效益的确
良好。公司曾于2016年、2018年分别冲刺A股和港股，
但两次都以失败告终。

根据其披露的 2015年至 2017年财报，公司三年的
营收分别达到 16.3亿元、15.5亿元以及 19.3亿元；同期
净利润分别为 10.4亿元、8.4亿元以及 10.07亿元，毛利
率高达98.8%、98.4%、98.7%。

“多益网络的高利润，是业内比较公开的秘密。公
司在之前确实有过上市的计划，但据我了解 2018年后
没有了。因为从公司的利润状况来看，这家企业已经
没有必须上市了，因为获利能力一直不错。”艾媒CEO
兼首席分析师张毅向《证券日报》记者介绍。

近 99%的毛利率为何会上市失败？根据公司此前
的招股书，公司核心游戏《神武》端游和手游分别在
2013 年、2014 年、2015 年贡献了全年总营收 79.75%、
85.30%和91.68%的收入。

《神武》系列是多益旗下最吸金也最依赖的产品。
但在 2015年多益网络首次发起 IPO冲刺时，网易游戏
认为《神武》侵犯了旗下游戏《梦幻西游》的著作权，构
成不正当竞争，并将多益网络告上法庭。2016年，《神
武》端游以及手游被法院判定构成侵权。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涉及“腐败”的游戏也是《神
武》系列——《神武 4》。知乎一位玩家介绍，神武游戏
的脚本（指游戏外挂）放任不管好多年，95%的玩家都在
用脚本，最近突然严打把所有开脚本的玩家关进游戏
内一个类似监狱的地方，玩家要充值 100块才能出来，
结果玩家对此反应强烈。

记者在《神武4》的官方微博发现，在董事长自查腐
败的长文评论区，玩家并不买账，出现大量“还钱”“退
钱”的要求，均与在《神武 4》游戏内关于解决外挂的方
式有关。其中，一位用户留言“玩家走得多了，心慌了
想着找人顶罪了？”

易观互娱行业中心分析师马阿鑫向《证券日报》记
者表示，外挂问题在网络游戏中较为常见。但游戏厂
商大多不会放任外挂猖獗，首先外挂会破坏游戏平衡
以及玩家游戏体验；其次外挂也同样会侵害游戏开发
商利益，比如一些私服；最后放任外挂会形成恶性循
环，以挂治挂的情况会出现。“如果说是放任外挂不管，
在行业内不算普遍。”

需要注意的是，徐波在撰写的长文中多次提到外
挂问题，认为“（唐忆鲁）其团伙在多益欺上瞒下为包庇
故意造假的广告注册玩家外挂号，而纵容外挂，导致之
前好几年几乎没有处理外挂。”并表示，“这是由于之前
管理者的腐败纵容，导致外挂长期没人抓，才导致玩家
使用外挂。这不是玩家的过错，是唐忆鲁纵容的腐败
导致。”

业内其他企业是如何解决外挂问题的？马阿鑫介
绍，其一，联合各大游戏企业打击黑色产业，比如贩卖
外挂的厂商等。其二，从玩家入手，实名认证、IP绑定
等，并对违规者通过账号封禁等形式打击。

多益网络董事长
撰文直指前CEO贪腐
公司曾两次折戟IPO

本报记者 周尚伃

又到券商中报密集披露期。
截至记者发稿，41家A股上市券商
中，目前已有6家发布半年报，其中
包括券业龙头中信证券。6家券商
合计实现净利润164.58亿元，占到
行业净利润总额的18.23%。

从行业 2021年中期的业绩表
现来看，中证协统计数据显示，139
家证券公司上半年实现净利润
902.79亿元，同比增长 8.58%，125
家证券公司实现盈利，行业发展延
续稳步向上趋势。

截至《证券日报》记者发稿，目
前已有中信证券、东吴证券、华西
证券、浙商证券、东北证券、华林证
券 6家上市券商披露了 2021年半
年度业绩。除东北证券外，其余 5
家上市券商全部实现营业收入、净
利润同比双增长。

随着资本市场改革的不断深
化，证券业在寻求差异化发展的道
路上不断探索。其中，“券商一哥”
中信证券以121.98亿元的净利润，
遥遥领先。

8月 19日晚间，券商龙头中信
证券半年报正式亮相。中信证券
总资产达1.17万亿元，较上年末增
长11.03%，依旧是国内首家也是唯
一一家资产规模过万亿元的证券
公司。上半年，中信证券实现营业
收 入 377.21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41.05%；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

净 利 润 121.98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36.66%，占到行业净利润总额的
13.51%。从全年来看，平安证券预
测，中信证券2021年归母净利润将
达206亿元，同比增长38%。

从各主营业务方面来看，上半
年，中信证券的第一大收入来源于
证券投资业务，实现收入 97.68亿
元，同比增长9.49%；其次则是经纪
业务，实现收入92.48亿元，同比增
长 40.67%；其中，代销金融产品规
模4356亿元，公募及私募基金保有
规模超3600亿元，为中信证券带来
代销金融产品收入 14.28亿元，同
比大幅增长 104.29%。同时，中信
证券资产管理业务增速明显，实现
收入 63.6亿元，同比增长 55.88%；
其 中 ，中 信 证 券 资 管 规 模 合 计
13909.62亿元，其中主动管理规模
为 11663.68 亿 元 ，占 比 高 达
83.85%；今年中信证券还拟设立资
管子公司，发力资管及公募基金业
务。

在增速方面，中小券商的表现
则更优异。浙商证券实现营业收
入 71.3亿元，同比增长 58.84%，增
速暂列第一，主要原因是公司自营
业务、投资银行业务、浙期实业现
货销售业务实现的营业收入同比
增长较多。华林证券实现净利润
4.12亿元，同比增长 44.93%，增速
暂列第一。

在证券业上半年整体优异的
“成绩单”中，作为上市券商的东北

证券交出营业收入 29.26亿元，同
比下降 20.71%的“答卷”显得有些

“另类”。东北证券解释道：“上半
年，受控股子公司渤海期货现货交
易规模和报表列报方式影响，本年
度渤海期货根据市场变化调整现
货交易业务策略，降低现货交易业
务规模，使得现货交易业务收入和

成本同时减少，如以渤海期货现货
交易业务净收入计算，东北证券营
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增加6.32%。”

从东北证券上半年五大主营
业务表现来看，信用交易业务是东
北证券同比增速最高的业务，收入
增幅为 14.03%。在上半年二级市
场交易活跃度显著提升的背景下，

东北证券的第一大收入来源经纪
业 务 的 营 业 收 入 仅 同 比 增 长
0.24%。另外，东北证券的证券投
资业务收入同比降幅达61.08%，对
此，东北证券解释道，“主要由于市
场原因导致本期投资收益减少”。
同时，东北证券的资管收入也同比
下降14.55%。

6家上市券商上半年“成绩单”出炉
中信证券净利润122亿元暂领先

本报记者 赵学毅
见习记者 张晓玉

天秦装备 8月 20日披露半年
报显示，2021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
入 1.09亿元，同比增加 15.31%；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064
万元，同比增加45.81%。

二级市场方面，根据东方财富
choice 数据显示，天秦装备自 5月
中旬以来（5月 17日）到 8月 20日，
公司股价涨幅达42.25%（后复权）。

天秦装备主要从事专用防护
装置及装备零部件的研发、生产和
销售。作为创业板注册制实施后
首年登陆深交所的企业，天秦装备
凭什么在市场上崭露头角？作为
民营军工企业核心竞争力体现在
哪些方面？可持续性究竟如何？

带着这些疑问，《证券日报》记
者与天秦装备有关人员交流，深入
剖析公司的后续发展潜力。

装备零部件收入
同比增长104.73%

秦皇岛天秦装备制造股份有
限公司创立于1996年，是国内首批
进入军品科研生产领域的民营企
业。经过二十多年发展，天秦装备
已发展成装备防护领域的核心供
应商。

起初，天秦装备在一个只有
500㎡的仓库里诞生，七八个人加

上三四台小设备是这个初创企业
的全部资产。

提到创业史，天秦装备董事长
宋金锁心生感慨，“1997年单位进
行改制，我成为下岗员工中的一名，
手持一张下岗证，未来将何去何从
成为我每天苦思冥想的‘问题’”。

而之所以切入军品这个赛道，
宋金锁表示，“这与自己当初的职
业经历有关。当时在秦皇岛玻璃
纤维厂工作的时候，曾经接触过军
品，后来珍宝岛事件，让我认识到
军队产品的重要性，觉得做军队的
产品，企业未来的发展空间可能会
更大。”

根据公司最新披露的财报显
示，专用防护装置和装备零部件是
天秦装备最主要的收入来源，从主
营业务的业绩表现来看，天秦装备
今年上半年专用防护装置实现营
业收入 8303.78万元，占营业收入
比重的76.15%；装备零部件实现营
业收入 2211.47万元，占营业收入
比重的20.18%。

天秦装备财务总监、董秘王素
荣表示，公司自设立以来专注于装
备防护产品的研发和生产，是多种
型号专用防护装置及装备零部件
的核心供应商。2021年上半年经
营业绩增加的主要原因是，装备零
部件收入比上年同期收入增长
104.73%，毛利率比上年同期增长
6.15%，装备零部件收入占营业收
入比例比上年同期增长8.83%。

中钢经济研究院首席研究员
胡麒牧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
访时表示：“天秦装备 95%以上的
营收和几乎全部利润都来自军工
业务。受益于自身在特定领域的
技术优势、行业强劲需求的拉动
下，上半年利润涨幅大幅高于营收
涨幅，说明公司产品附加值有明显
提升，在特定领域的核心竞争力不
断增强。”

德邦证券在研报中指出，当
下，军工板块的景气度正在上行，
中长期业绩兼具持续性和确定
性。在“建设世界一流军队”这一
目标的指引下，军工行业市场空间
广阔。本轮装备建设大潮始于“十
三五”末，到现在虽然成果显著，但
与军事强国之间仍然存在巨大差
距，尚不能满足国防需求。后续伴
随着批产型号产能爬坡以及新型
号逐渐转入批产，行业将持续保持
高景气度。

人才储备技术创新
双管齐下

对于企业想要长远发展，人才
是关键。在与董事长的交谈中，宋
金锁谈到最多的是“人才”。

“企业上市之后已经是公众公
司，企业想要长久发展，必须要储
备人才，依靠技术创新不停地往前
发展，有了技术一定有市场。”宋金
锁说。

在参观生产车间时，刘金树介
绍，公司高度重视技术人才引进与
培养，目前公司的技术研发人员为
29名，占公司总员工人数的比例为
15.10%。此外，公司还采取校企联
合的方式储备人才，比如与秦皇岛
的燕山大学、东北大学合作，另外
还与有院士的单位合作。

值得一提的是，装备防护装
置制造企业相关产品的形成往往
需要取得较大的科研技术突破，
而取得科技突破需要较大的科研
经费投入，并且在形成产品收入
前研发时间较长，具有一定的不
确定性。

王素荣告诉记者，公司近几年
保持研发投入稳定增长，2018年-
2020年研发支出分别为1060万元、
1044.62万元、1064.63万元，占同期
营业收入的4.77%、4.91%、4.63%。

随着企业的上市，天秦装备交
出上市后业绩答卷。2020年，天秦
装备实现营业收入2.30亿元，同比
增长 8.20%；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为 6439.70万元，同
比增长 22.54%。与此同时，2021
年上半年经营业绩也稳步增长。8
月 20日公司发布半年度业绩报告
称，今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1.09
亿元，同比增加 15.31%；实现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4064万
元，同比增加45.81%。

公司稳健增长的经营业绩为
持续分红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天

秦装备2020年分配红利3920.28万
元，保持以往分红传统的延续。宋
金锁表示，“在保证公司正常经营
和长远发展的前提下，为了更好地
兼顾股东的即期利益和长远利益，
只要企业赚了钱，我们就会回报投
资者。”

谈及原因，宋金锁笑着说，分
红实际上体现的是公司的社会责
任。回报社会，回报股东，回报员
工，这是我的最终目标。

谈及企业未来的发展规划，
宋金锁表示，公司在常规装备及
物资防护装置的技术开发成果及
优势的基础上，契合现代化作战
体系的需要，研发一种具有贮藏、
运输、发射一体的防务装备，以适
用新型防务装备的防护需要。重
点开发训练弹、手榴弹壳体、预制
破片、导弹尾管、穿甲弹尾翼、弹
托等特种装备、设备零部件，缩短
项目研发流程，使之成为公司新
的利润增长点。

添翼数字经济智库高级研究
员吴婉莹对《证券日报》记者表
示，当前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我国国防实力与国际地
位和安全战略需求尚不匹配，中
央明确要求“十四五”期间促进国
防实力和经济实力同步提升。近
年来，我国国防预算持续稳定增
长，这奠定了国防装备行业长期
稳健发展的基础，产业链核心配
套企业有望受益。

天秦装备上半年营收净利同比双增 核心竞争力持续增强

（上接A1版）从目前市场上央地合
作的类型上看，大概可分为四种方
式：一是混改模式。即地方国企参
与央企混改，或央企参与地方国企
混改；二是产权划转模式。即以中
国宝武为代表的央企，通过产权划
转等方式，进一步整合地方优势资
源，加快产业集群发展；三是央企

与地方政府合作模式。即从战略
层面推动央地合作落实落地；四是
借助“综改试验”等国企改革专项
工作进行合作。

记者注意到，近日，经国务院
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同意，领
导小组办公室已正式批复辽宁沈
阳、浙江杭州、陕西西安和青岛四

省市区域性国资国企综合改革试
验实施方案，实现了国企改革三
年行动关于综改试验扩围的任务
目标。

“‘综改试验’是国企改革重大
专项工程，对于推动央地合作，增
强国资国企改革的系统性、整体
性、协同性具有积极意义。”朱昌

明认为，展望未来，一是预计央地
合作的深度和广度将超越以往。
如央企和地方国企将在产业链供
应链优化协同、传统产业转型升
级、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公司治理
和企业管理水平提升、人才队伍
建设等领域，进一步打破企业之
间的壁垒；二是央地合作将与深

化国企改革的各项措施相结合，
实现国资国企体制机制创新；三
是央地合作将更加注重发挥资本
市场功能，利用资本市场上多元
化的金融工具，进一步激活国资
国企在资本市场的活力与创造
力；四是央地合作机制也将更加
常态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