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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1月13日记者发稿，A股共308家上市公
司发布2021年年度业绩预告。同花顺iFinD数据
显示，308家公司中业绩预喜超八成，预增、略增、
续盈、扭亏、减亏分别为171家、65家、13家、15家、
3家，合计占比86.69%；此外，业绩预减、略减、首
亏、增亏、续亏合计为38家；另有3家不确定。

预喜公司集中于三行业

按证监会行业分类，2021年年度业绩预增的
171家公司主要集中在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
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医药制
造业，分别为41家（23.98%）、25家（14.62%）、10家
（5.85%），合计占比44.45%。

锦华基金总经理秦若涵在接受《证券日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全球主要国家都在加快以疫
苗为主的创新药研发，缩短行政审批流程，叠加
疫情对检测类产品需求的催化，直接刺激了医药
相关企业的基本面向好。”

以主营分子诊断产品和服务的凯普生物为
例，公司预计2021年盈利8亿元至8.6亿元，比上年
同期增长120.59%至137.14%。公司表示，报告期
内持续推进“核酸检测产品+医学检验服务”的一
体化经营模式，持续推行“核酸99战略”与“凯普
B53核酸远程战略服务方案”，公司旗下第三方医
学实验室（含香港）积极参与新冠疫情防控工作，
业务取得快速发展。

关于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上
市公司业绩表现，粤开证券首席策略分析师陈
梦洁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计算机通信受
益于智能化浪潮，智能驾驶和车联网领域蓄势
待发，此外，云计算、大数据等技术应用渗透率
提升，也支撑行业持续成长；5G项目等新基建
的行业模组落地，带动龙头公司经营状况持续
改善。”

利扬芯片在业绩预告中表示，伴随国内集成
电路产业蓬勃发展，行业景气度持续提升。公司
2021年下半年测试订单饱满，产能处于满负荷运
转状态。公司第四季度预计营业收入为1.34亿元
至1.59亿元，创公司成立以来单季度历史新高。

扬杰科技则表示，2021年，受益于国家及地
区出台的利好政策和下游市场拉动，公司抓住功
率半导体国产替代加速的机遇，加大市场开拓力
度，加速新建产能释放，报告期内集团营业收入
同比增长60%以上。

和邦生物暂居“预增王”

据整理，按业绩增速排名（以预告净利润同比
增长率上限计），暂居2021年年度业绩预增榜第一
的为和邦生物，预计同比增长最高7960.09%。

公司在业绩预告中表示，其主要产品为双甘
膦、草甘膦、纯碱、氯化铵、玻璃，受益于环保要求
提升以及疫情导致的落后产能进一步出清、产能
扩张受到限制，叠加下游需求增长，从而带动销
售价格上涨，使公司能获得合理的运营利润。

此外，在净利增幅超100%的企业中，值得关
注的是，不少有色金属企业名列其中。例如，西
藏 珠 峰 预 计 2021年 净 利 润 同 比 增 长 最 高 达
2842.69%。此外，华友钴业、攀钢钒钛等有色金
属 企 业 预 计 净 利 润 同 比 增 长 最 高 分 别 为
260.56%、262.29%。

“有色金属是大宗商品，该行业利润很大程
度上取决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去年各国主要央
行采取了货币宽松政策，在刺激需求上的作用开
始显现。”看懂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程宇对《证券日
报》记者表示。

受大宗商品价格带动，2021年包括锌、铅、
钴、铜、铝、钼等在内的有色金属价格纷纷走高。

“有色金属价格持续上扬并一度创下近年来新
高，为从事该类业务相关的企业打开了利润增长
空间。”兰格钢铁研究中心主任王国清在接受《证
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多家火电企业首亏

在业绩排名的“尾端”，一些企业的日子不太
好过，甚至陷入“首亏”。

煤电矛盾下，火电企业成为首亏重灾区，记
者关注到，按预告净利润排名，位列“尾端”的5
家预亏企业中有4家为火电企业，其中，金山股
份预计2021年归属上市公司股东净利润将亏损
18亿元至20.38亿元，同比减少金额18.82亿元至
21.20亿元。

对于业绩亏损，上述火电企业纷纷解释原因
称，煤价同比大幅攀升，发电、供热成本出现倒
挂。中钢经济研究院首席研究员胡麒牧向《证券
日报》记者解释：“2021年动力煤价格快速大幅上
涨，使得火电企业成本大幅上升，在煤价市场化
程度远高于电价的定价机制下，火电企业利润被
成本上升大幅压缩。”

除多家火电企业深陷亏损外，因市场环境变
化而出现业绩下滑的个例也不在少数。按预告
净利润同比增幅计算，一家企业因下游市场变化
业绩大幅下滑47倍，下滑幅度暂居第一。

该企业在业绩预告中指出，由于下游产业
发展结构发生变化远超预期，客户对产品的技
术要求日益提升，产品规格转化加速，部分产品
及主要原料因下游客户需求变化未能及时得有
效处理，从而造成存货跌价准备计提增加影响
当期业绩。

此外，也有企业如*ST华塑表示，受疫情持续
影响，公司会展服务板块亏损增加，净利润由盈
转亏，预计亏损400万元至600万元。

308份业绩预告抢先看：
超八成预喜 集中于三行业

本报记者 谢若琳

1月13日，《长津湖》续集《长津
湖之水门桥》（以下简称《水门桥》）官
宣定档，空降2022年大年初一，春节
档原本焦灼的多强格局再次生变。

春节档将有11部电影上映，灯
塔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1月13日
17时，按照淘票票观众“想看”热度
排名，排在前五位的分别是《奇迹·
笨小孩》（54万人）、《四海》（32.9万
人）、《水门桥》（29.2万人）、《喜羊羊
与灰太狼之筐出未来》（14.3万人）
和《狙击手》（13.2万人）。

《水门桥》定档后，实时“想看”
热度迅速攀升，单日增长超7万
人。“不出意外的话，《水门桥》最终
将成为春节档排名第一、第二的选
手。”一位影视行业券商分析师对

《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11部电影跻身春节档

春 节 档 向 来 是 片 方 必 争 之
地。回溯2018年、2019年、2021年
（2020年因疫情取消），票房分别为
57.71亿元、59.05亿元、78.43亿元，
分别占当时全年总票房比9.5%、
9.2%、16.67%。

不少超级大片往往出自春节档，
比如总票房33.98亿元的《唐人街探案
2》（2018年）、总票房46.88亿元的《流
浪地球》（2019年）、总票房54.14亿元
的《你好，李焕英》（2021年）。

资料显示，2022年定档春节档

的电影已达11部，除《水门桥》外，
另外10部分别为《奇迹·笨小孩》

《四海》《狙击手》《喜羊羊与灰太狼
之筐出未来》《这个杀手不太冷静》

《我心飞扬》《熊出没·重返地球》
《小虎墩过大年》《我是霸王龙》《侏
罗纪大乐园》。

面对“最挤”春节档，已有人心生
退意，1月5日开心麻花喜剧电影《超
能一家人》突然撤档，动画电影《樱桃
小丸子：奇幻笔记》紧随其后撤退。
尽管片方表示退档原因是“电影后期
制作工作量巨大，无法按期完成所有
制作工作”，但仍有业内人士认为，该
举动是为《水门桥》让路。

灯塔研究院行业分析师张荣棣
告诉《证券日报》记者，“在《水门桥》
官宣定档后，2022年春节档或出现
超级头部（的电影），票房表现很可
能延续2021年的格局，即超级头部
影片能够占据档期近半票房。”

2021年春节档上映7部电影，
共计斩获票房78.43亿元，其中排名
前两位的电影《唐人街探案3》和

《你好，李焕英》的票房收入占比超
过80%。而除这两部影片外，其余
电影档期单片票房甚至都没能超
过10亿元。

上百家电影公司入局

春节档上映的电影背后，有上
百家公司的身影，几乎聚集了国内
一线制片公司。其中关注度最高
的三部电影中，《长津湖》出品方为

博纳影业、中国电影、上海电影（集
团）、阿里影业、中国人民解放军八
一电影制片厂等8家公司；易烊千
玺主演、文牧野导演的《奇迹·笨小
孩》由坏猴子、中国电影、阿里影
业、万达影视等8家公司出品；韩寒
导演、刘昊然主演的《四海》由亭东
影业、阿里影业等4家公司出品。

张荣棣表示，在“想看”用户构
成上，《水门桥》处于“战争区”，男
性、25岁以上用户占比高，与张艺
谋导演的战争片《狙击手》用户群

体有所重合；《四海》的用户性别与
年龄占比均接近中位线，与《这个
杀手不太冷静》受众较为重合；而
在“想看”《奇迹·笨小孩》的观众
里，年轻女性则占比偏高。

“此外，今年春节档的动画电
影竞争尤为激烈，多达5部，其中包
括两大儿童IP《喜羊羊与灰太狼》
和《熊出没》的新作。在用户构成
上，与《喜羊羊》相比，《熊出没》观
影将更偏亲子方向。”张荣棣认为。

“不考虑疫情反复等突发情况，

今年春节档电影无论从题材上、还
是类型上都很全面，可以覆盖大部
分观影人群。”上述券商分析师对记
者表示，“爆款IP的续集往往更容易
获得市场关注，这一点已经被好莱
坞实践证明，所以《水门桥》是春节
档当之无愧的大热门，春节档的票
房格局很可能因此从‘多强争霸’演
变为‘一超多强’。对于其他电影而
言，突围的关键在于质量。而如今
口碑传播显效迅速，一部好电影很
难被埋没。”

春节档暗潮汹涌：《水门桥》空降 竞争格局大变

本报记者 李 文
见习记者 张 博

数字经济时代，数据要素已成为
核心生产要素与推动经济发展的核
心力量。数据要素价值也正不断得
到释放，对提高生产效率的推动作用
日益突出；同时数据要素也正为加快
经济社会发展质量变革提供动力。

日前，国务院印发《“十四五”数
字经济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
划》），强调数据要素是数字经济深化
发展的核心引擎；到2025年数据要素
市场体系初步建立。《规划》还提出了
要充分发挥数据要素作用；加快数据
要素市场化流通；鼓励企业、研究机
构等主体基于区块链等数字技术探
索相关应用。

多位业内专家表示，数据作为
新生产要素，正在创造越来越多的
价值，而数据流通与共享则是促进
数据价值发挥作用的基础。此次

《规划》提出了“充分发挥数据要素
作用”等多方面内容，将极大地鼓舞
数据流通及共享的发展，加快培育
数据要素市场，从而使其进入新一
轮高质量发展期。

肯定数据要素价值
充分发挥数据要素作用

《证券日报》记者注意到，早在
2020年4月份，《关于构建更加完善
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
见》的出台，就将“数据”与土地、劳
动力、资本、技术并称为五种要素，

并提出“加快培育数据要素市场”。
同年5月份，《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
新时代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的意见》中提出进一步加快培
育发展数据要素市场。2021年，我
国“十四五”规划中也提出建立健全
数据要素市场规则等方面内容。
2022年1月份，《要素市场化配置综
合改革试点总体方案》出台，提出探
索建立数据要素流通规则。这表明
数据早已成为经济发展赖以依托的
基础性、战略性资源。

此次《规划》的出台，再次肯定了
数据要素的重要价值，指出数据对提
高生产效率的乘数作用不断凸显，成
为最具时代特征的生产要素。数据
的爆发增长、海量集聚蕴藏了巨大的
价值，为智能化发展带来了新的机
遇。协同推进技术、模式、业态和制
度创新，切实用好数据要素，将为经
济社会数字化发展带来强劲动力。

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
会委员、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
济研究院执行院长盘和林在接受

《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数据
之所以能够创造价值，一方面是数
据要素对其他要素的促进作用；另
一方面，数据作为生产要素的一种，
本身就具有产生巨大价值的能力，
数据要素可复制、可共享、可无限增
长和供给的特性，将必然打破传统
要素有限供给对增长的制约，进而
带动我国经济发展的质量变革、效
率变革和动力变革。

数据要素是发展数字经济的关
键，为进一步发挥数据要素价值和作

用，激活数据要素潜能，《规划》强调，
加快数据要素市场化流通；加快构建
数据要素市场规则。《规划》还提出了
培育发展数据交易平台，提升数据交
易平台服务质量，建立健全数据资产
评估、登记结算等市场运营体系。

欧科云链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孙
宇林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发展
数据要素市场、培育发展数据交易
平台是我国数字经济水平达到一定
程度后的必然结果，也是数据供需
双方在数据资源和供给积累到一定
阶段后产生的必然现象。当前，我
国数据要素市场以数据采集、数据
存储、数据加工、数据流通等环节为
核心，处于增长阶段。

“值得注意的是，数据在流通过
程中仍然面临数据权不明确，数据
价格难断定，数据隐私易泄露以及
流通能力弱等问题，制约了数据产
业的良性发展。”工信部工业互联网
区块链重大项目评审专家、中国移
动通信联合会区块链专业委员会主
任委员陈晓华在接受《证券日报》记
者采访时表示，想要进一步释放数
字要素市场红利仍需加快推进数据
要素市场化配置机制建设，需进一
步统筹考虑公共数据和社会数据资
源开发利用，由政府牵头成立统一
正规的数据共享平台，带动数据要
素的流动，同时加强数据标准化、数
据安全监管等支撑体系建设。

据欧科云链研究院《2021中国
数字经济发展及政策研究报告》显
示，2021年以来，多地已开始积极开
展数据流通领域的相关探索，促进

数据要素价值释放。2021年3月31
日，北京国际大数据交易所成立；同
年11月25日，上海数据交易所正式
揭牌；随后，中新天津生态城也获批
设立北方大数据交易中心。据国家
工信安全中心测算，2020年我国数
据要素市场规模已达545亿元，预计
2021年将突破700亿元大关。

利用区块链等数字技术
提升数据交易流通效率

《规划》还指出，推动数字技术
在数据流通中的应用，鼓励企业、研
究机构等主体基于区块链等数字技
术，探索数据授权使用、数据溯源等
应用，提升数据交易流通效率。

“作为数字经济的价值流转支撑
和底层信任基座，区块链技术在推动
数字经济创新发展方面发挥着巨大
作用。当前，区块链已在农业、制造
业、金融业和社会民生等领域逐步应
用，并在保障数据信息安全、加速数
据要素流转、促进多元主体协作和构
建全新价值网络等方面展现出极大
潜力，成为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的重
要助推力。”孙宇林表示。

陈晓华认为，解决自身的确权、
流通、隐私保护问题是数据作为生
产要素发挥其作用的基础与前提，
而区块链的分布式存储具有不可篡
改、数据透明可确权的特性，天然能
够解决信息不对称、信任问题、信息
孤岛等多个领域的痛点问题。

趣链科技首席执行官李伟博士
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数据要素流

通是一个系统性工程，其流通过程中
面临着流程合规、隐私安全等痛点，
像区块链和隐私计算等数字技术能
在其中发挥巨大的作用，尤其是以区
块链、隐私计算、大数据和人工智能
技术结合的综合性解决方案，更加能
够保障数据在采集、加工、流通和使
用等各环节的安全可信。

李伟表示，采用安全多方计算、
联邦学习、可信执行环境等隐私计算
技术进行数据处理，仅将分析结果定
向公布给数据需求机构，能实现敏感
信息的“可用不可见”。同时，采用基
于区块链的数据流通管控机制能促进
和保障数据的有序流通。一方面，基
于区块链进行分布式多方可信的数据
目录管理，通过智能合约保障了数据
用途和用量的可控可管；另一方面，自
动化的数据交易清结算机制保障了数
据流通过程中利益相关方的权益公平
分配，实现数据流通的全流程链上可
追溯，也能满足监管审计需求。

宝新金融首席经济学家郑磊则
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数据作为
生产要素需要确权，区块链技术能
够实现对这些财富和资产的确权，
使得数据成为产权明晰的资产，并
投入再生产。

他进一步表示，应该更好地利
用区块链技术的特点进行数据资产
化，在使用层面主要有实用类通证
与证券类通证两类区块链通证可以
采用，这两种通证本质上属于数字
资产。而数字资产和传统经济中的
产品、服务和资产类似，能够在流通
中不断产生价值。

《“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强调数据要素是数字经济深化发展的核心引擎

数据要素价值凸现 确权、定价、交易将有序开展

本报记者 周尚伃

1月4日抛出业绩预告，1月12日
至1月13日又相继抛出业绩快报、配
股发行公告，中信证券近期成为行
业关注焦点。

2021年11月26日，中信证券拟
募资不超过280亿元的配股方案获
中国证监会核准批复。但根据中国
证监会关于配股公开发行的相关规
定，公司须符合最近三个会计年度
连续盈利等发行条件。至此，刚刚
踏入2022年，中信证券便开始陆续
发布业绩相关数据。

1月12日，中信证券再度抛出上
市券商首份2021年度业绩快报称，
2021年实现营业收入765.7亿元，同
比增长40.80%，实现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229.79亿元，同比增长
54.2%。至此，中信证券去年净利润
也创出历史新高。

中信证券表示，国内经济克服
疫情影响、持续向好，资本市场蓬勃
发展，公司2021年投资银行、资产管
理等各项业务均衡发展、稳步增长。

在业内还在对中信证券229.79
亿元的净利润表示“大超预期”的同
时，1月13日晚间，中信证券又抛出A
股配股发行公告，确定本次A股配股
价格为人民币14.43元/股，H股配股
价格为港币17.67元/股。同时，中信
证券A股配股股权登记为1月18日，
并于1月19日至1月26日全天停牌。

从募资额来看，本次中信证券
配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280亿元，其中A股配股募集资金总

额不超过人民币230.65亿元，H股
配股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49.35亿元。从募资用途来看，本次
配股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
后的募集资金净额拟全部用于发
展 资 本 中 介 业 务（不 超 过 190亿
元）、增加对子公司的投入（不超过
50亿元）、加强信息系统建设（不超
过30亿元）以及补充其他营运资金
（不超过10亿元）。

中信证券表示，“本次发行完成
后，公司主营业务保持不变，公司的
资本实力将进一步增强，有利于公
司增强境内外综合实力，全方位完
善与提升业务布局，积极参与国际
竞争。”而当初，“响应国家战略，打
造’航母级’券商”就是中信证券本
次配股发行必要性的首条理由。

值得一提的是，中信证券第一
大股东中信有限已承诺，将根据公
司本次配股股权登记日收市后的持
股数量，以现金方式全额认购根据
公司配股方案确定的可获配股份。

在“一哥”展示业绩后，至少已
有10家券商在研究端给予其深度

“支持”，并认为中信证券业绩表现
大超预期。

国泰君安非银行业首席分析师
刘欣琦也表示，“随着配股的落地，
中信证券资本金将得到大幅补充，
NSFR/LCR流动性约束得到满足，为
后续机构业务的全面发力打下了坚
实基础，在同业受制于资本约束的
背景下，公司在机构业务上的市场
份额有望进一步提升。同时，维持
中信证券‘增持’评级。”

东吴证券非银金融首席分析师
胡翔也预计，此次配股完成后，中信证
券资本得到进一步夯实，中信证券作
为龙头券商专业能力突出，机构业务
有望强者恒强成为新的业绩增长点。

浙商证券研究所所长邱冠华表
示，“中信证券配股落地将有力补充
资本弹药，壮大资本中介等业务。同
时，中信证券龙头地位稳固，多业务
条线高速增长推动业绩超预期，未来
将继续受益于资本市场改革红利。”

西部证券非银行业首席分析师
罗钻辉表示，“考虑到中信本轮配股
比例低（10配1.5，其余券商均是10配
3），对于ROE的摊薄相对较小，且公
司资金主要集中投放于股权衍生品
等资本中介类业务，因此判断配股股
份上市对于中信证券的扰动有限。”

中信证券配股事项落地在即 1月19日至26日全天停牌
去年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29.79亿元，创历史新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