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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20 日，苏农银行（603323）披
露 2021年半年度报告。报告期内，苏
农银行实现营业收入19.60亿元，同比
增长1.84%；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净利润 6.95 亿元，同比增长 17.19%。
实现基本每股收益 0.39元，各项规模
指标增长迅速，总资产突破1500亿元，
资产质量不断向好，不良贷款率连续
数个季度下降。

今年上半年，苏农银行区域拓展战
略扎实推进，苏州城区业务占比不断提
升；中小企业培育和回归计划成绩显著，
中小企业客户数、贷款余额增长明显，中
小企业金融服务管家内涵不断丰富。

2021年是“十四五”规划的开局之
年，也是苏农银行重整行装、再燃激
情、干事创业的一年。上半年以来，苏
农银行以“五年再造一个苏农银行”的
奋斗目标和争做“走在行业前列的标
杆银行、社会倍加认可的价值银行、员
工更多获得的幸福银行”美好愿景为
指引，坚守支农支小市场定位，扎实防
控各类风险，持续深化改革转型，各项
业务取得稳步发展。

规模指标快速增长
资产质量持续向好

报告期末，苏农银行资产总额

1507.31 亿元，较年初增加 112.91 亿
元 ，增 长 8.10% ；各 项 存 款 余 额
1160.27亿元，较年初增加 93.01亿元，
增长 8.72%；各项贷款余额 868.30 亿
元 ，较 年 初 增 加 82.71 亿 元 ，增 长
10.53%，信贷资产占总资产的比重稳
步上升。

市场关注的零售业务方面，报告
期末，苏农银行零售贷款余额 214.47
亿元，较上年末增长14.45%；零售存款
余 额 496.22 亿 元 ，较 上 年 末 增 长
17.90%，增速高于全行业平均水平；零
售AUM（含村镇）达到 727.66亿元，较
年初增长10.41%。

报告期末，苏农银行不良贷款余
额 9.93亿元，不良贷款率 1.14%，较年
初下降 0.14个百分点，不良贷款余额
和不良贷款率双降，而且这已经是该
行不良率连续多个季度下降。

值得一提的是，苏农银行逾期 60
天以上贷款占不良贷款比例 33.54%，
较年初下降 0.61 个百分点。报告期
末，苏农银行拨备覆盖率 360.01%，较
年初提升54.70个百分点，不良资产持
续出清，抵补能力进一步夯实。苏农
银行资产质量不断向好，使得规模的
增长更加坚实。

另外，苏农银行资本充足率保持
在一定水平，成功发行5亿元二级资本

债券（第一期）。报告期末，资本充足
率、一级资本充足率、核心一级资本充
足率分别为13.22%、10.70%、10.70%。

区域拓展战略扎实推进 苏州城
区业务占比显著提升

2019 年 3 月份，经苏州银保分局
批准，苏州农商银行完成更名，今年以
来，更名之后的苏农银行区域拓展战
略正扎实推进。

报告期末，苏农银行在除吴江以
外的苏州其他地区（以下称“苏州城
区”）贷款余额 129.26亿元，较期初增
加 45.93亿元，增长 55.12%，苏州城区
贷款占全行贷款比例由期初的10.60%
提升至14.89%。

同期，苏农银行在苏州城区的存
款余额 104.84亿元，较期初增加 28.93
亿元，增长38.11%，苏州城区存款占全
行存款比重由期初的 7.11%提升至
9.04%。

今年以来，苏农银行将苏州城
区作为“新市场”，坚持激流勇进，将
实体企业、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
作为突破方向，持续提升在苏州城
区的服务广度和深度。从数据上不
难看出，苏农银行在苏州城区存贷
款余额增长迅速，苏农银行发力苏
州城区市场力度明显，而且取得了
一定成效。

数据显示，2020年，吴江区GDP总
量为2003亿元，是苏州的十分之一，而
苏州城区的经济总量是吴江的3.7倍，
对于苏农银行来说，苏州城区未来开
发空间很大。

在激流勇进拓展“新市场”的同
时，苏农银行“大本营”吴江贷款存贷
款余额也保持稳步增长，报告期末，苏
农银行在吴江的存贷款余额分别为
956.20亿元、502.11亿元，分别较期初
增长7.95%、6.37%。同时，泰州及其他
地区分支机构也在齐驱并进。

培育和回归中小企业
支农支小力度持续加大

作为一家根植于基层的中小型农
商银行，支农支小是苏农银行的天然
定位。一直以来，苏农银行服务本地
实体不仅有着地方法人银行优势，而
且还有独特的服务理念。

今年以来，苏农银行提出中小
企业培育和回归计划，做好中小微
企业信贷服务。报告期末，该计划
共培育回归客户 1587 户，新增贷款
有效户 945 户，新增贷款投放 79.80
亿元。

苏农银行还提出“中小企业金融
服务管家”模式，围绕“管家”二字，在

专注小微企业信贷服务提升的同时，
更专注为小微企业提供全方位、高质
量的定制化、特色化金融服务，完善一
揽子金融服务能力，打造“中小企业金
融服务管家”品牌。

另外，苏农银行持续加大农户小
额信用贷款投放，加强新型农业经营
主体、农村合作社、家庭农场的支持力
度，报告期末，苏农银行成功完成吴江
地区全部 229个行政村、15.57万户农
户、53.97万人的建档工作，实现授信8
亿元。

上半年，苏农银行涉农及小微贷
款占比首次突破 80%，顺利完成监管
指标；普惠小微户数成功止跌回升，

“增户扩面”有序开展；全行各项贷款
占比向着 60%的监管指标进一步靠
拢，制造业贷款增速增长进一步加快，
制造业贷款占比位居上市银行前列。

“五年再造一个苏农银行”
稳步起航

去年底，苏农银行完成董事会换
届选举，新任董事长徐晓军提出“五年
再造一个苏农银行”的奋斗目标。

今年以来，苏农银行以“五年再造
一个苏农银行”奋斗目标和争做“走在
行业前列的标杆银行、社会倍加认可

的价值银行、员工更多获得的幸福银
行”美好愿景为指引，坚守支农支小市
场定位，扎实防控各类风险，持续深化
改革转型。

从半年报披露的各项指标看，苏
农银行各项业务稳步发展，“五年再造
一个苏农银行”的奋斗目标正稳步起
航。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信心
和长期投资价值的认同，今年初，苏农
银行新任董事长徐晓军宣布自愿增持
公司股票，资金不少于 200 万元。此
后，苏农银行高管相继宣布增持公司
股票。

根据公告，徐晓军共计增持苏农
银行 46.28 万股，增持金额 218.70 万
元；其他9位高管增持苏农银行102.28
万股，增持金额 468.83万元。苏农银
行高管增持比例、金额在同业中位居
前列。

公告显示，今年上半年，苏农银行
公布了5次调研记录，超过了历年的全
年，共计吸引了 16家机构参与。公司
7月6日的调研活动，共计吸引了33家
机构参与。值得一提的是，最近一个
月，苏农银行股价涨幅明显，在A股上
市银行位居前列，在江苏省内居于第
二位。

（CIS）

苏农银行上半年规模指标坚实增长
“五年再造一个苏农银行”目标稳步起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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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子强 见习记者 楚丽君

随着上市公司2021年半年报紧
锣密鼓地披露，净资产收益率作为衡
量上市公司经营情况的重要指标，更
是受到特别的关注。

同花顺iFinD数据显示，截至8月
20日收盘，沪深两市共有1228家上市
公司披露2021年半年报，有1138家公
司上半年净资产收益率为正，占比超
九成，其中，有195家公司上半年净资
产收益率超10%，表现突出。

在已经披露半年报的公司中，湖
北宜化净资产收益率为105.30%，位
居首位，其次是重庆啤酒，为69.41%，
ST联建、明德生物、大全能源、江苏索
普、富满电子等5只个股上半年净资
产收益率也均超30%，表现出色。

从所属行业来看，上述195家高
净资产收益率的公司涉及24个申万
一级行业类别，主要集中在化工、医
药生物、电子、食品饮料等四大行业，
分别为38家、26家、20家、15家。

对此，安爵资产董事长刘岩在接
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
A股披露半年报的1228家上市公司中
有195家公司上半年净资产收益率在
10%以上，可谓成绩优异。在优异的
成绩背后，主要原因在全球疫情之
下，我国经济率先恢复，企业抓住了
供应全球需求的重大商机。

良好的业绩表现也促进了股价的
上涨。8月份以来，上述195只上半年
高净资产收益率股也呈现了较好的市
场表现，其中有114只个股期间累计涨
幅跑赢大盘（期间涨0.88%），占比近六
成，其中，西藏珠峰（59.97%）、晨光新
材（57.07%）、劲拓股份（55.41%）、天华
超净（51.06%）等4只个股期间累计涨
幅均超50%，表现强势。

对于上半年高净资产收益率股的
投资机会，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
的私募排排网基金经理胡泊表示，对
于净资产收益率指标，投资者不能仅
仅依靠季报、半年报等短周期的净资
产收益率表现来判断一家公司是否具
备投资价值，而是更应该从一个长时
间的维度或者从一个连续的时间尺度
去衡量，以此来规避一些周期股短期
业绩爆发但长期业绩不佳的风险。

刘岩表示，随着海外疫情的逐步
稳定，全球供应链出现阶段性的复苏，
市场对于上半年实现高净资产收益率
的企业在中长期是否能依旧保持高增
长有些担忧。此外，对于化工、医药生
物、电子、食品饮料等出现较多高净资
产收益率公司的行业，建议投资者从
中长期逻辑来判断，如果能从这些高
增长企业中遴选出能持续保持业绩增
速，市场范围有较大提升，未来产品价
格有望进一步高企的企业，仍然值得
投资者坚定买入并长期持有。

195家公司净资产收益率超10%
近六成个股月内跑赢大盘

本报记者 姚 尧

创新和研发水平决定了上市公司
技术“护城河”的高低。

《证券日报》记者梳理A股上市公
司2021年半年报发现，截至8月20日，
沪深两市已有1228家上市公司公布了
2021年半年报，其中，共有1134家公司
在今年上半年有研发费用投入，研发
投入总额高达1072.23亿元，而这1134
家公司2020年同期的研发投入总额
为761.17亿元，今年与去年相比增长
了40.87%。

从目前研发投入的绝对金额看，在
有研发费用投入的1134家公司中，研发
投入总额超50亿元的有2家公司，分别为
工业富联（52.33亿元）和TCL科技（50.92
亿元）；此外，包括海康威视（38.78亿
元）、恒瑞医药（25.81亿元）、首钢股份
（21.15亿元）、中国电信（17.61亿元）、中
信特钢（17.48亿元）等在内的11家公司
研发投入总额也均在10亿元以上；而深
信服（9.93亿元）、南钢股份（9.56亿元）、
福田汽车（8.71亿元）、完美世界（8.42亿
元）、通威股份（7.87亿元）等13家企业研
发投资总额则均超过了5亿元。

“研发投入产生的技术壁垒能保持
企业的领先优势，企业可以获得高于行
业平均水平的回报。”壁虎资本基金经
理陈雯对《证券日报》记者说。

记者进一步梳理注意到，今年上半
年有736家公司研发投入总额占营业收
入的比例超过3%，占今年上半年有研
发费用投入公司的比例超60%。寒武
纪（301.38%）、前沿生物（245.61%）、国
盾量子（133.52%）等3家公司报告期内
研 发 费 用 占 营 业 收 入 比 例 均 超 过
100%，包括*ST达志（93.52%）、天智航
（61.12%）、*ST艾格（53.92%）、奇安信

（52.68%）、天融信（49.39%）等在内的
157家公司2021年上半年的研发费用占
营业收入比例均在10%以上。

从所处行业来看，研发投入总额占
营业收入的比例超过10%的个股行业
分布比较分散，占据了申万一级28个行
业中的13个。其中，计算机行业拔得头
筹，共有47家公司研发投入总额占营业
收入的比例超过10%；医药生物行业位
列第二，研发投入总额占营业收入的比
例超过10%的公司有23家；机械设备行
业位居第三，研发投入比例较高的公司
有19家。

1134家公司上半年研发投入总额超千亿元
计算机行业拔头筹

本报记者 赵子强

半年报披露进入高峰期，作为衡量
企业投资回报能力的重要指标，净利润
受到市场各方关注。

《证券日报》记者梳理发现，截至8
月20日收盘，沪深两市共有1228家上市
公司披露2021年半年报，合计实现归属
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以下简称“归母
净利润”）5355.04亿元，有1140家公司
2021年半年报实现盈利，占比92.83%；
有90家公司归母净利润超10亿元；更有
7家公司上半年实现归母净利润超100
亿元，分别为：招商银行（611.50亿元）、
贵 州 茅 台（246.54 亿 元）、中 国 电 信
（177.43亿元）、平安银行（175.83亿元）、

万 华 化 学（135.30 亿 元）、上 海 银 行
（122.78亿元）、中信证券（121.98亿元）。

此外，在已披露2021年半年报的公
司中，实现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的有
930家，占比75.73%。其中有373家公司
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超100%，99家公
司由亏损转盈利。而归母净利润增长
超100倍的公司有4家，分别为：江苏索普
（17594.51%）、双环传动（10809.39%）、科华
控股（10735.86%）、欣旺达（10391.43%）。

近三年归母净利润复合增长更能
反映公司的成长情况，据梳理，剔除
2018年以来半年报出现过归母净利润
亏损的253家和无可比数据的196家公
司后，剩余的779家公司中有602家公司
近三年实现复合增长，占比77.28%，其

中，有295家公司实现复合增长超100%，
安 彩 高 科（28735.03%）、东 吴 证 券
（4990.39%）、新乡化纤（3083.85%）、天山
铝业（2798.51%）、晓鸣股份（2458.97%）
等5家公司近三年复合增长率超20倍。

从已披露上半年业绩的公司所属行
业看，银行、纺织服装、交通运输三大行
业最为突出。其中，银行业公司100%实
现了上半年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此外，
95.24%所属纺织服装业的公司，以及
92%所属交通运输业的公司，也都实现
了上半年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

对于银行业上半年的骄人成绩，接
受记者采访的金鼎资产董事长龙灏表
示，进入2021年以来，全球资本开始出
现向中国转移的迹象，促进了中国经济

的发展，相关银行业的大财富管理业务
开始取代传统零售业务，成为了公司业
绩增长的核心。

而纺织服装业的业绩增长则来自
于行业景气上升。龙灏认为，纺织服装
受益国货自信增强及消费升级的利好，
推动服装行业景气向上，且相关纺织服
装行业销售方式由线上转入线上直播，
加大了龙头公司份额的提升。

巨泽投资董事长马澄向记者表示，疫
情使纺织服装全球产业链被迫阻断，东南
亚不少订单转向我国，服装订单大幅增加。

对于交通运输业，浙商证券看好两
大投资主线，一是电商快递搏弹性。快
递增长仍在，政策驱动价格战回归良性
可期。二是公路港口铁路发展稳健。

1228家公司半年净利达5355亿元
银行、纺织与交运等三行业业绩稳健 本报记者 张 颖

随着上市公司中报业绩的陆续
发布，现金流指标也成为市场关注的
焦点。

同花顺iFinD数据显示，截至8月
20日收盘，沪深两市共有1228家上市
公司交出了今年上半年的“成绩单”。
其中，上半年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实现同比增长的公司有
569家，占比近五成。另外，报告期内
每股经营性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在1元
及以上的公司有133家，其运营环境的
改善和经营能力的提升得到彰显。

飞旋兄弟投资总经理陈旋在接
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企业
现金流指标，在投资过程中是很重要
的，可以客观反映企业的盈利质量。

数据发现，在上述569家现金流
有所改善的公司中，8月份以来，有
348只个股涨幅同期跑赢上证指数，

占比逾六成。其中，永太科技、西藏
珠峰、东岳硅材、中泰股份、晨光新
材、宇新股份等6只个股月内累计涨
幅均超50%，分别为80.95%、59.97%、
58.32%、58.22%、57.07%、50.16%。

从行业角度来看，上述569家公
司主要集中在化工（79家）、医药生物
（63家）、电子（57家）等三大行业。

对此，森瑞投资研究员田新杰告
诉《证券日报》记者，医药行业作为刚
需性行业，在全球有紧缩预期和外部
环境复杂的背景下进可攻退可守，都
是资金比较好的选择方向。

在上述569只个股中，截至今年
上半年，有93家公司前十大流通股股
东名单中有社保基金现身，合计持股
数量达8336.7万股。另外，有81家公
司的前十大流通股股东名单中有QFII
现身。进一步梳理发现，有22家公司
同时被社保基金和QFII持有，成为两
大机构共同追捧的对象。

569家公司现金流改善
22家被社保基金和QFII同时选中

本报记者 赵子强 见习记者 任世碧

作为企业取得利润的重要保障，上
市公司营业收入的变化受到了市场的
高度关注。同花顺iFinD数据显示，截
至8月20日收盘，在已披露2021年半年
报的1228家上市公司中，上半年营业收
入实现同比增长的公司共有1116家，占
比逾九成。其中，剔除每股收益为负值
的公司，有121家公司报告期内实现营
业收入同比翻番。

据梳理，在28个申万一级行业中，
有27个行业今年上半年营业收入实现
同比增长，休闲服务、钢铁、轻工制造、
商业贸易、纺织服装、化工等六行业今

年上半年营业收入同比增长居前，分别
为 98.51%、55.17%、52.07%、48.63%、
47.12%、45.12%。

从目前已披露数据看，休闲服务行
业报告期内合计实现净利润2.01亿元，
去年同期为亏损2.38亿元；除此之外，
钢铁、轻工制造、纺织服装、化工等四行
业今年上半年净利润均实现同比翻番；
商业贸易行业报告期内净利润同比增
长也达到了33.87%。

对此，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的
私募排排网研究主管刘有华表示，“上
半年营业收入增速居前的行业主要集
中在受疫情影响较大的行业，今年以来
疫情对行业的影响逐渐消退，导致营业

收入较大幅度增长。”
事实上，上述公司今年上半年营

业收入的显著增长也基本反映在公司
盈利上。数据显示，上述121家公司
中，有68家公司今年上半年营业收入
和净利润均实现了同比翻番，其中，江
苏索普、晶丰明源、新乡化纤、长远锂
科、城发环境、富满电子等6家公司上
半年净利润同比增长均超10倍，高成
长性尤为凸显。

较强的盈利能力也为股价提供了
支撑。数据显示，上述121只个股中，本
月内股价实现上涨的共有90只，占比逾
七成。其中晨光新材、华辰装备、厚普
股份、神工股份、东威科技、四方光电、

新雷能等7只个股期间累计涨幅均超
30%，表现抢眼。

以QFII为代表的外资也提前布局了
上半年营业收入同比翻番的个股。据整
理，截至二季度末，在上述121只营业收
入实现同比翻番的个股中，有17只被
QFII持仓，合计持股市值为72.94亿元。
其中，中环股份、冠农股份、江苏索普、宏
昌电子、乐鑫科技、海优新材、明德生物
等7只个股本期成为QFII新进的重点品
种，而东方财富、卫星石化、新乡化纤、华
辰装备、新宙邦、晶丰明源等6只个股获
得QFII继续加仓，前述13只个股合计获
QFII增持资金24.26亿元，后市表现值得
关注。

1116家公司上半年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17只潜力股二季度获QFII持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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