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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随着大盘震荡回升，A股市场中的优质
资产再次获得投资者的关注。与此同时，部分上
市公司相继发布了4月份相关的经营数据，龙头企
业业绩表现可圈可点，传递出“正能量”，提振了投
资者的信心。

多家龙头公司最新经营数据揭晓

同花顺数据显示，截至 5月 16日收盘，A股市
场总计有76家上市公司披露了4月份相关的经营
数据。其中，有 39家公司报告期内经营数据出现
了不同程度的向好，占比超五成。其中，一些行业
龙头公司的经营数据可圈可点。

有“猪茅”之称的牧原股份发布2022年4月份
生猪销售简报，数据显示，该公司销售生猪 632.1
万头，销售收入79.42亿元。其中向全资子公司牧
原肉食品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合计销售生猪70.55
万头。2022年4月份，公司商品猪价格呈现上升趋
势，商品猪销售均价 12.56元/公斤，比 2022年 3月
份上升7.63%。

新能源汽车龙头公司比亚迪发布 4月份产销
快报公告显示，4月份新能源汽车销量为 106042
辆，同比增长 313.23%。其中，新能源乘用车为
105475辆，同比增长 321.33%。1月份至 4月份累
计 新 能 源 汽 车 销 量 为 392371 辆 ，同 比 增 长
387.94%，其中，新能源乘用车为390212辆，同比增
长397.63%。

建筑龙头中国建筑的经营数据也值得关
注，该公司发布的 2022 年 1 月份至 4 月份经营
情况简报显示，该公司上述时间段累计新签合
同总额 11318 亿元，同比增长 10.3%，其中，建筑
业务方面，新签合同额为 10451 亿元，同比增长
16.6%。

随着多家企业用漂亮的基本面数据发出“正
能量”信号，部分龙头股表现亮眼。统计显示，上
述 39只个股中，有 28只个股 5月份以来股价实现
上涨，占比逾七成。其中，合富中国、中通客车、ST
天山、中远海特、立华股份等 5只个股月内累计涨
幅均超10%，表现抢眼。

值得一提的是，在 76家公司发布 4月份经营
数据的同时，另外，还有13家公司率先披露了中报
业绩预告。统计发现，截至 5月 16日收盘，A股市
场共有 13家上市公司发布 2022年上半年业绩预
告，业绩预喜的公司数量为 12家，占比超九成，其
中，永泰运、科伦药业、国能日新、歌尔股份、恩华
药业等 5家公司预计今年上半年净利润增幅上限
均在25%及以上。

扎堆农林牧渔等三行业

从行业分布来看，上述披露4月份相关经营数
据向好的39家公司涉及12个申万一级行业，表现
较为亮眼的行业分别为农林牧渔、汽车、交通运
输，涉及公司数量分别为 18家、5家、5家，占比逾
七成。

金鼎资产董事长龙灏对记者表示，“随着全国
疫情动态清零的坚定执行，各地正进入逐步恢复
生产生活秩序的新阶段，产业链供应链将恢复顺
畅，投资者可以加大关注农林牧渔、汽车产业链及
交通运输行业的机会。”

对于农林牧渔行业，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
访的川财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所所长陈雳表
示，“从上市企业披露的 4月份或者前 4月主要经
营数据来看，农林牧渔行业经营数据向好。种植
业方面，由于地缘风险、海外通胀、全球极端天气
频发等原因，去年以来粮食价格持续上涨，大豆、
玉米、小麦等多类农产品价格维持高位，种植业利
润情况良好；养殖业方面，鸡蛋价格上涨为相关企
业贡献利润，猪肉企业业绩整体一般。”

“农林牧渔行业、生活物资方面的价格在 4月
份上升，拉高了这些企业的业绩，但有可能这些业
绩提升是短期的。”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商学院数字
经济与金融创新研究中心联席主任、研究员盘和
林对记者表示。

“随着生猪产能逐步调整、中央冻猪肉储备收
储工作有序开展，猪肉价格由 3月份下降 9.3%转
为 4月份上涨 1.5%，农林牧渔行业细分赛道猪肉
价格有望迎来回暖。”陈雳进一步表示，“中期来
看，当前猪粮比价持续低位运行，养猪行业成本端
压力仍较大，预计供给端有望收紧，届时猪价有望
迎来拐点。”

对于交通运输行业的成长逻辑，陈雳认为，疫
情依旧对交通运输行业有一定的影响，行业细分
领域中，港口航运板块利润情况更优。

盘和林表示，交通运输行业主要是针对物流
需求，为了保证供应，管理层对物流运输业增强了
支持力度，也让相关企业受益。

值得关注的是，据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
今年1月份至4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
长 4.0%，比 1月份至 3月份回落 2.5个百分点；1月
份至4月份，货物进出口总额125799亿元，同比增
长 7.9%，其中，出口 69674亿元，增长 10.3%。4月
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PMI）为47.4%，比上月下
降2.1个百分点。

对此，中信证券预计，进入 5月份后，在稳交
通物流政策的支持下，企业生产有望快速恢复至
正常水平；在全力扩大国内需求政策的支持下，
企业订单有望复苏反弹；在稳物价的政策支持
下，企业的原材料购进成本压力有望减轻；在稳
外资外贸政策的支持下，我国对外贸易也将恢复
至正常区间。随着以上政策的细化落实，预计 5
月份开始，制造业景气将在“稳增长”政策支持下
有明显反弹。

76家公司发布四月经营数据
龙头企业传递“正能量”

本报记者 冷翠华

截至 5月 16日，A股五大上市
险企今年前 4个月保费收入（指原
保险保费收入，下同）全部发布完
毕。《证券日报》记者根据公开数据
统计，五大上市险企共揽入保费
11740.09亿元，同比增长约3.4%。

从上市险企的不同业务类型
来看，目前人身险业务整体仍然
较为低迷，财产险业务则表现出
较为明显的复苏，但在疫情持续
反复的形势下，车险保费短期增
速受到抑制。

营销员渠道依然承压

整体来看，前 4 个月，中国人
保、中国人寿、中国平安、中国太保
以及新华保险分别取得保费收入
2761.6亿元、3435亿元、3046.45亿
元、1732.3 亿元以及 764.74 亿元，
分别同比增长 13.88%、-2.69%、
0.68%、6.23%以及3.8%。

从上市险企的人身险业务来
看，各公司情况分化明显，但行业
整体仍未走出低迷之势。具体来
看，今年前 4个月，人保寿险取得
保费收入 632.27 亿元，同比增长
17.2%；太保寿险取得保费收入
1115.79 亿元，同比增长 4%；新华
保险取得保费收入764.74亿元，同
比增长3.8%；平安人寿取得保费收
入1963.8亿元，同比下降2.42%；中
国人寿取得保费收入 3435 亿元，
同比下降2.69%。

一位不愿具名的分析人士对
记者表示，人保寿险和新华保险保
费增速较高，或许与其重视银保渠
道有关，尤其是新华保险将银保渠
道提升到非常重要的地位。新华

保险首席执行官、总裁李全近日表
示，新华保险对银保渠道的投入是

“战略性的投入”，2021年在疫情冲
击下，该公司着眼未来发展，加强
了对银保渠道的管理与投入。同
时，太保寿险一季度银保渠道实现
保险业务收入116.66亿元，同比增
长892.9%。

该分析人士表示，从中国人寿
和平安人寿的情况来看，其保费基
数较大，代理人队伍也比较庞大，
而代理人的持续流失对整个行业
都产生了较大影响。同时，今年疫
情持续反复，留存代理人也持续面
临展业难的问题。

某大型寿险公司营销员文华
（化名）对记者表示，为应对疫情，
该公司专门推出一款年金险产
品，重点针对老客户进行销售，缴
费期限与现有重疾险（保终身）客
户剩余的缴费年限一致，到客户
70 岁之时，客户购买年金险可以
领取的生存金大约相当于客户重
疾险的总保费。“这相当于提前将
重疾险保费返还，但保障依然终
身有效”。

据文华介绍，她在几天时间里
与 50 多个老客户进行了电话沟
通，有初步意向的客户有 20来个，
下一步就是继续为他们做详细规
划，预计能最终落地的不会太多。

疫情之下，进一步挖掘老客
户的保险需求，是保险营销员最
重要的工作之一。同时，他们也
会积极在朋友圈进行营销，尤其
是在资本市场波动比较剧烈以及
存款利率下调之时，他们会重点
强调保险带来的“稳稳的幸福”。

“确实会遇到感兴趣的朋友看到
朋友圈来咨询保险，大多是对投
资或养老有需求的朋友，但不会

很多。”一位保险经纪人表示。

车险全年向好趋势不改

从上市险企前 4 个月的财险
业务来看，相关公司普遍取得了较
好的业绩增长，但车险业务最近两
个月面临短期因素的扰动。具体
来看，前 4个月，人保财险取得保
费收入 1868.52 亿元，同比增长
10.3%；平安产险取得保费收入
949.28亿元，同比增长8.35%；太保
产险取得保费收入616.51亿元，同
比增长10.6%。

从上市财险公司的车险业务来
看，近两个月，行业车险保费同比增
速明显下降，分析人士认为，主要受
短期因素影响，仍然不改全年向上

趋势。以人保财险为例，其前4个月
取得保费 1868.52亿元，同比增长
10.3%。其中，车险保费同比增长
7.6%，非车险保费同比增长12.7%，
整体依旧保持稳健增长态势。

不过，从单月数据来看，车险
增速连续两个月有所回落。其 1
月份、2月份、3月份和 4月份起单
月车险保费同比增速为 14.5%、
14.9%、4.6%以及-1.9%。对此，招
商证券郑积沙团队认为，主要是受
短期因素扰动，疫情多发对新车销
售和车险展业的影响，后续其业务
仍将迎来确定性的恢复，预计其全
年车险保费增速有望接近10%。

华创证券分析师徐康、洪锦屏
表示，疫情防控期间大批汽车经销
商停止营业，车展和促销等活动被

迫延期，新车销量锐减，对车险新单
业务带来了一定的短期冲击。同
时，由于疫情管控，存量业务的续保
也会出现一定障碍。后续随着疫情
形势好转及政策层面鼓励汽车消
费、支持新能源汽车消费等一系列
举措的出台，车险业务有望回暖。

根据险企近期发布的一季度
偿付能力报告，今年不同险企对车
险业务采取了不同的策略。例如，
渤海财险表示，其持续优化业务结
构，非车业务占比不断提升，车险
坚持品质为先，主动降速，对部分
机构的重点车型实施精准管控。
另一家财险公司厦门分公司负责
人也告诉记者，今年其业务重点放
在非车险业务纸上，车险业务整体
采取谨慎承保策略。

前4个月五大上市险企保费收入“四升一降”
寿险营销员渠道依然承压

本报记者 王丽新

当下，房地产市场仍在低迷中
徘徊，市场信心修复仍需时间，但北
京、广州以及部分强二线城市有望
在政策暖风中率先修复。

5月16日，克而瑞重点监测数据
显示，4月份全国50个城市开盘去化
率跌至29%，较3月份下降6个百分
点，其中，六成以上城市开盘去化率
环比下滑。不过，在不足四成新房
开盘去化率环比上升的城市中，一
是北京、广州房地产市场有序复苏，
去化率企稳；二是多个城市受成交
结构性因素影响，去化相对较好的
主城区推盘项目大幅增多，结构性
拉升全市平均去化率。

“经过深度调整，房地产市场显
现一些疲态，叠加疫情影响及房企
融资渠道受阻，新房降价销售的现
象在一些城市和区域逐渐增多。”中
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向《证券

日报》记者表示，不过，2022年开年
房地产调控政策延续了去年四季度
的调整方向，随着信贷政策逐步稳
定，若疫情转好，市场有望修复。

长三角楼市复苏进程缓慢

从克而瑞研究中心数据来看，
2022年超过45个城市受到疫情影
响，其中近七成位于环渤海和长三
角。4月份，长三角20个重点城市商
品住宅成交面积同比下降69%，较3
月份累计降幅扩大了11个百分点，
上海、杭州、苏州等五城线下销售基
本停滞。

“合肥、宁波等长三角地区二线
城市房地产市场转冷，去化率明显
回落，例如宁波4月份新盘平均去化
率由上月的47%回落至27%，环比
下降20个百分点。”克而瑞在报告中
表示，杭州、宁波、合肥等市场明显
转弱，表现为买新房热情下降，外围

区域去化普遍艰难。即便周末特价
房项目成交有所增加，但整体收效
甚微。

“受疫情影响，房企供货节奏放
缓，即便有些项目拿到了预售证，但
在实际操作中却难以蓄客，案场客
户到访量明显下降，多数项目认筹
不足。”某房企营销负责人向《证券
日报》记者直言，从成交情况来看，
刚需相对成交较快，但对部分改善
型客户来说，其名下二手房难以出
售，就无法筹钱买新房，有的业主购
房周期甚至超过半年。

该人士进一步称，即便开发商
积极自救，在部分销售不畅的城市
推出八二折特价房，每平方米普遍
降价500元至1000元，到访客户转化
率也很低，有的甚至不足6%。

部分一二线城市率先回稳

整体来看，全国多个典型城市

楼市成交都呈现结构性特点，一是
部分一二线城市开盘去化率有所提
升；二是多数城市中主城区楼盘销
量较高。

以北京为例，克而瑞监测数据
显示，4月份北京开盘去化率稳步提
升至45%，环比增加15个百分点，部
分价格倒挂楼盘“日光”。4月12日，
东城区的天坛府加推240套，售价
12.8万元/平方米，开盘当天认购231
套，去化率高达96%。

此外，广州房地产市场缓慢复
苏，4月份，广州开盘去化率回升至
21%，环比增加2个百分点。总体而
言，中高端需求坚挺，部分价格标杆
项目去化优异。4月16日，万科金域
曦府、和樾府两大价格标杆项目均
少量加推大户型产品试探市场，售
价6.2万元/平方米至6.7万元/平方
米，较上批次售价略有上涨，去化率
分别达到88%和70%。

在克而瑞看来，广州、深圳、苏

州、武汉等一线及强二线城市经济
基本面相较优质，人口吸附能力强
劲，市场需求及购买力均有较强支
撑，房地产市场有望在三季度触底
回稳。

“当前，部分热点城市政策跟进
节奏加快，购房者置业情绪有所修
复，这类城市房地产市场有望率先
企稳，但大多数城市预期仍较弱，短
期难以明显改善，叠加去年销售量
整体基数较高影响，全国商品房销
售规模同比降幅或仍较大。”中指研
究院指数事业部市场研究总监陈文
静向《证券日报》记者表示，短期来
看，需求端政策或继续优化完善，近
日央行、银保监会释放积极信号，下
调首套房房贷利率下限，各地首套
房贷利率仍有较大下调空间，随着
政策逐渐显效，市场信心有望逐步
修复，但短期市场恢复节奏仍有赖
于疫情的有效防控以及各地政策的
执行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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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有序放开、有限流动、有
效管控、分类管理’原则，严格落实
各项疫情防控措施，从5月16日起，
分阶段推进复商复市。”5月15日上
午，上海市副市长陈通在上海市召
开的第 184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
闻发布会上表示。

截至5月16日16时30分，世纪
联华线下营业门店数较前一日增加
了 14家。百联集团内部人士对《证
券日报》记者表示，“5月17日，位于
长宁区的世纪联华仙霞店、虹口区
的世纪联华东宝店、虹口店等门店，
将正式恢复线下营业。”

5月 16日，绿地全球商品贸易
港集团相关负责人对《证券日报》记
者表示，公司在沪的绿地缤纷城购
物中心，包括黄浦、徐汇、普陀等绿
地缤纷城，目前已分别向属地政府
部门申请复商，除了前期参与保供
的商户持续营业外，此次申请复商
的主要以餐饮、生活服务类商户（洗

衣、理发等）为主。
作为最早纳入复工复产计划的

商超，5月16日，《证券日报》记者从
盒马内部人士处了解到，盒马鲜生、
盒马mini、盒马X会员店、盒马奥莱
目前已有 60家恢复线上营业，门店
都积极开展环境消毒、落实人员闭
环管理、线下商品陈列布置、设置

“场所码”“数字哨兵”等各项开业前
准备工作，力争确保有序复工、高效
复工。

相关企业积极复商复市

5月 16日，《证券日报》记者从
多家准备复商复市的企业处了解
到，零售、商超、餐饮等相关企业积
极为复商复市按下加速键。

《证券日报》记者走访了上海盒
马鲜生旗下首家线下恢复营业的虹
口万泰盒马mini店发现，店内已经
完成各品类补货，冷藏货柜上鲜奶、
酸奶、甜品都已上架；海缸里活鱼、
活虾、贝类等品种明显增多；芍药、

火焰兰等时令鲜花也出现在盒马花
园的陈列柜里。

除上海虹口万泰店，上海市区多
个盒马鲜生店也恢复了线上营业。

5月16日，盒马鲜生方面对《证
券日报》记者表示，目前公司每天蔬
菜备货量达到 120吨，水果 100吨，
肉禽蛋近 120 吨，海鲜水产近 100
吨，深受上海市民喜欢的特色烘焙
类产品麻薯、北海道面包、时令小龙
虾、预制菜等也加大了订货量。

“截至5月15日，联华超市及世
纪联华共有 1016家直营店及加盟
店已完成复市，联华股份旗下的世
纪联华、华联吉买盛复市率已达
100%，联华标超复市率达 81.8%。”
百联集团公关部人士表示。

来伊份相关负责人表示，“从 4
月 10日开始线下就逐步恢复营业，
到今天已复市了超过 800 家门店
（上海共 1500家），我们也在争取更
多的门店早日恢复营业。”

社区团购代表叮咚买菜相关负
责人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目前

大约80%的前置仓恢复了营业。

限流和闭环管理仍是主流

“上海恢复正常运营指日可
待。”金桥区一居委会人士对《证券
日报》记者表示，目前正在积极申请
将小区降为防范区，同时登记一些
商城机构的营业执照、复工人数和
防疫方案，其中餐饮是最先复工的。

“目前商管项目值班人员每日实
施消杀，下周各项目的运营人员将陆
续进驻商场。”上述绿地全球商品贸
易港集团相关负责人对《证券日报》
记者表示，“复工后，购物中心仍将以

‘商场住店’的方式封闭式管理，同时
以‘线上订、线下送’的方式在商场建
立集中的外卖取餐点或服务点。”

另一家餐饮企业九毛九内部人
士称，公司在上海的线下门店目前
尚未恢复堂食，公司旗下品牌有两
家门店以团餐形式保持线上运营，
都是闭环管理状态。

记者在线上团餐信息看到，呷

哺呷哺部分门店已恢复运营。呷哺
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为全力保障
餐饮业务正常开展，复工门店的所
有员工每天进行核酸和抗原检测，
穿戴全套防护装备上岗作业；同时，
还有部分餐饮门店即将复工，公司
将加大原材料备货，不断优化团购
外卖流程，目前团购业务比较火爆，
门店已尽最大产能保障供货。接下
来会有序支持上海复商复市工作。

对于线下门店的复工，百联集团
旗下联华对场所环境都已提前开展了
全面消杀，在收银台、称重区等重点区
域布置好“二米线”，做好人员限流，保
证消费者的安全。作为进门处的安全

“守门员”，“场所码”和“数字哨兵”是
加快构建疫情防控的“防火墙”。

在分阶段推进复商复市之时，
携程集团协助上海市有关部门，对
于援沪医疗队，以及保供企业提供
的住宿保障行动仍在高效运转。截
至 5月中旬，携程累计为援沪医疗
队以及携程商旅的保供企业客户协
调保障房间超过14万间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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