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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 5 日，北汽蓝谷发布 2022 年半年度业绩
报告显示，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收 34.79 亿元，
同比增长 42.76%；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达 20.51
亿元，同比上涨 110.39%；归母净利润依旧为亏损
状态。

“2022 年上半年，北汽蓝谷产生的正向现金流
大幅增长，这是公司经营持续好转、进入上升通道
的明显信号。”北汽蓝谷经理、北汽新能源总经理代
康伟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公司目前会牺牲一
些短期盈利性，布局到后期核心竞争力的打造上，
未来肯定能找到盈利性与核心竞争力的平衡点。”
北汽蓝谷目前拥有极狐和 BEIJING两个产品品牌。
极狐品牌目前已上市阿尔法T、阿尔法 S和阿尔法 S
全新HI版等三个车型；BEIJING品牌目前主要经营
EU系列产品。

克服行业挑战
高度重视研发

今年上半年，汽车行业面临一系列挑战，包括疫
情导致的供应链不稳定、原材料及物流成本上涨和
芯片供应短缺等，市场竞争异常激烈。

在这一环境下，北汽蓝谷围绕智能汽车产业链，
以“优势互补、合作共赢”为基本原则，与国际国内多
家行业领先企业建立合作关系，确保旗下车型生产、
销量和交付工作稳定进行。2022年上半年，极狐汽
车增速跑赢同级别大盘，批发达成6644台，同比增长
469%；零售完成4976台，同比增长464%。批发和终
端销售量双双超越去年全年，为公司后期成长提供
了很强的韧性支撑。

加大研发力度是保障公司后续成长的关键因
素。“目前新能源汽车行业已进入下半场，迈入‘智能
化’阶段，消费者的要求也在不断提高。为了更好地
应对市场需求变化，研发是重中之重。”北汽蓝谷相
关工作人员告诉《证券日报》记者。

公司的三电核心技术能力也在不断提高。动
力电池系统方面，公司自研自产的第四代高性能动
力电池产品进入设计验证阶段；电驱动力总成方
面，公司自主开发的 175KW级产品开始量产交付，
自主研发的碳化硅电机控制器产品完成模具件首
轮测试；在整车电控上，公司首次实现整车域控制
器三电功能在全新的服务化架构下开发“标准化”
的服务软件功能并灵活部署，已达到各功能的即插
即用。

强化智能化标签
加强品牌建设

“公司正在有条不紊地推进进入华为渠道。”北
汽新能源副总经理、极狐汽车总裁王秋凤对《证券日
报》记者说道。

北汽蓝谷与华为的合作一直备受市场关注。据
公司相关工作人员介绍，目前极狐正在与华为联合
开发第二款车，面向主流A级纯电动 SUV市场。公
司产品既能满足极致的智能体验，同时拥抱主流市
场，打动更多年轻用户，现在已完成首轮工程车的试
制与下线，将于明年推向市场，借此进一步打造极狐
智能化标签，提高品牌声量与市场销量。

2022年上半年极狐在品牌建设方面不断取得突
破，北汽蓝谷副经理、北汽新能源常务副总经理樊京
涛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公司下半年的
增速目标是要超越上半年。实现这种高增速，一方
面靠产品，另一方面靠营销。”

报告期内，北汽蓝谷极狐通过“崔健、罗大佑视
频号演唱会”极大增加了品牌知晓度，实现了销量、
声量的双提升。4月15日，北汽蓝谷极狐独家冠名崔
健首场视频号线上演唱会，观演人数超过四千万，点
赞数超过一亿。随后极狐再次冠名罗大佑线上演唱
会，收获超 27.7亿的总曝光量，观看人数超 4161万。
在配合演唱会举办的线下联动活动中，极狐实现了
多笔订单成交。

此外，公司还在加速拓展渠道布局。截至 2022
年 7月，极狐汽车已开业运营门店 154家，今年营销
店面将达到186家，并计划在2025年做到覆盖超100
座城市，超380家网点的营销服务网络规模。

赛道宽阔
产品营销齐发力

北汽蓝谷对未来的规划也离不开大环境利好，
其所处的新能源汽车赛道发展前景十分广阔。

我国“十四五”规划中明确提到，聚焦新能源汽
车等战略新兴产业。2020年 11月，国务院办公厅发
布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21-2035）》提出，
到2025年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销量总
量的 20%左右，到 2035年新能源汽车成为新销售车
型的主流。总体来说，新能源汽车行业已成为发展
快速的“黄金赛道”。

未来在新能源汽车这条赛道上，北汽蓝谷极狐
品牌有广阔的发展空间。产品方面看，极狐阿尔法S
全新HI版是北汽蓝谷智能化转型的标志，此外也在
探索新的产品开发方式，围绕“小王子和他的狐狸”
主题首次尝试深度定制合作，推出联名车型。同时，
极狐与华为正联合开发第二款车，预计明年正式推
出。该车型面向主流A级纯电动 SUV市场，以满足
更多年轻消费者的需求。

营销层面，截至2022年7月份，极狐汽车已开业
运营门店 154家，今年营销店面将达到 186家，并计
划在2025年做到覆盖100+城市、380+家网点的营销
服务网络规模。随着极狐行动2.0的开启，以及牵手
华语顶级音乐人崔健、罗大佑，还有国安、小王子 IP
等获得巨大成功，极狐继续多领域多圈层跨界合作，
与用户产生更多共鸣，延续品牌热度。

产品、营销两端发力，北汽蓝谷有望在新能源汽
车这条赛道上收获更大的市场份额。

北汽蓝谷上半年现金流大增
抗风险能力持续提升

编者按：自7月15日起，A股上市公司2022年中报披露正式拉开帷幕。上市公司今年“期中考”的成绩如何，备受各方瞩目。业
内人士普遍认为，8月份是2022年上市公司中报的密集披露期，业绩驱动成为市场走势的核心主导因素，可关注业绩确定性相对较
强的行业和个股。今日，本报以专题报道形式，分别从已披露的中报业绩、中报业绩快报、中报业绩预告等三方面，深入分析其中
的投资机会，以飨读者。

从中报寻成长标的 掘确定性投资机会

本报记者 张 颖 楚丽君

进入8月份以来，上市公司陆
续披露2022年中报业绩，“中报行
情”再度成为投资者关注的年度

“大戏”。
同花顺数据显示，截至 8月 5

日收盘，A股市场共有 170家上市
公司率先披露了中报，今年上半年
实现营业收入合计 8639.62亿元，
同比增长 22.86%；实现归母净利
润 合 计 908.33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6.42%。

170份中报逾六成业绩增长

在已披露 2022年中报业绩的
170家上市公司中，有 107家公司
今年上半年归母净利润实现同比
增长，占比逾六成。其中，宇晶股
份、京泉华、盛新锂能、永安林业等
28家公司今年上半年归母净利润
均实现同比翻番，业绩表现出色。

良好的业绩对股价上涨起到
一定的助推作用。7月份以来，截
至 8月 5日收盘，上述 107家业绩
同比增长的公司中，共有 73家公
司股价实现上涨，占比 68.22%。
其中，钧达股份、东威科技、容知日
新、宇环数控、蓝晓科技等个股累
计涨幅排名居前，涨幅均超三成。

部分业绩增长公司已获外资
持仓。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二
季度末，在上述盈利同比增长的
107家公司中，有22家公司的前十
大流通股股东名单中出现QFII身

影，持股数量合计1.15亿股。
评级机构也对中报业绩增长

公司的股票给予了积极推荐。最
近一个月内，上述 107只个股中，
有 72只获机构给予“买入”或“增
持”等看好评级，占比 67.29%。其
中，有 33只个股获机构看好评级
次数均在 5次及以上，贵州茅台、
涪陵榨菜、药明康德获看好评级次
数位居前三，分别为 45次、28次、
27次。

对此，金百临咨询资深分析师
秦洪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已披
露的中报业绩体现了实体经济中
的产业发展趋势。其中，新能源汽
车、光伏等产业链的相关龙头上市
公司的业绩表现更为出色。此外，
受益于需求增加、上游原料价格回
落等因素，中游制造业的相关上市
公司业绩表现也较为出色。这些
领域的上市公司业绩增长势头有
望延续，有望进一步抬升其二级市
场估值，因此获得卖方分析师的广
泛认可。

三类公司综合盈利同比翻番

从申万一级行业分类来看，在
已披露中报业绩的 170家上市公
司中，分属家用电器、电力设备、有
色金属等三大行业的上市公司综
合净利润同比增幅排名居前，合计
实现归母净利润分别为5.86亿元、
136.43亿元和 65.23亿元，同比增
幅 分 别 为 1841.19% 、214.49% 、
109.45%。

对于家用电器行业上市公司
业绩的普遍增长，渤海证券分析认
为，主要源于今年以来家电政策利
好频出，加上近期上游原材料价格
显著回落，预计下半年盈利能力有
望进一步改善。

光大证券也认为，“近日政策
面提出多措并举扩消费，确定了支
持绿色智能家电消费的相关措施，
在全国开展家电以旧换新和家电
下乡，鼓励有条件的地方予以资金
和政策的支持。同时，成本下降叠
加产品提价，均增强了家电行业的
利润改善预期。”光大证券建议关
注三条投资主线：一是受益于基本

面复苏的传统龙头企业，如海尔智
家、美的集团、格力电器、老板电器
等；二是受益于国内经济复苏以及
汇率、海运等外部影响因素缓解的
小家电企业，如苏泊尔、新宝股份、
小熊电器等；三是维持较高景气度
的新兴家电领域，如科沃斯、极米
科技等。

电力设备行业的投资机会在
哪里？金鼎资产董事长龙灏在接
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从
今年上半年整体业绩情况来看，在

“双碳”目标下，受政策面支持的新
能源汽车产业链以及风电、光伏、
储能为主的新能源电力设备产业

链的上市公司业绩出现大幅增长，
有望成为未来几年的热门赛道。

有色金属行业，仍是有“锂”走
遍天下。中国银河证券在其最新
发布的研报中表示，目前有色金属
行业内部出现明显的结构性分化，
受新能源行业景气度一枝独秀的
影响，新能源产业链条上的能源金
属与新材料表现得更为强势。同
时，新能源汽车8月份排产或将环
比增长，受下游终端需求增长的刺
激，锂电产业链的电池厂与材料厂
开工率与排产计划快速回升，下游
需求加大大幅提升锂盐消费量，锂
价自7月份开始再度回升。

170份中报逾六成业绩同比增长
三类上市公司综合盈利同比翻番

本报记者 任世碧

随着上市公司 2022年半年报
密集披露期的到来，那些上半年业
绩超预期的上市公司又开始成为
市场关注的焦点。

同花顺数据显示，截至 8月 5
日收盘，共有 102家A股上市公司
披露了今年上半年业绩快报（剔除
已公布半年报的公司），合计实现
营业收入11229.68亿元，同比增长
2.59% ；合 计 实 现 归 母 净 利 润
1099.50 亿元，同比增长 9.61%。
其中，有 69家公司上半年营业收
入和归母净利润均实现同比增长，
占比近七成。

机构普遍认为，业绩高增长
品种历来是机构投资主线。8月
份是半年报密集披露期，上半年
业绩超预期增长的行业龙头品

种更容易受到市场主力资金的
关注。

69家公司
营收和净利“双增长”

已披露今年上半年业绩快报
的102家公司中，有83家公司上半
年 营 业 收 入 同 比 增 长 ，占 比
81.37%。其中，融捷股份今年上
半年实现营业收入同比增幅最高，
达到 194.86%。达安基因、清新环
境紧随其后，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
入 同 比 增 幅 分 别 为 91.68% 、
90.81%。此外，周大生、金开新
能、中盐化工、厦门钨业、洪通燃气
等11家公司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
入同比增幅也均超过50%。

在归母净利润方面，上述 102
家公司中，有 79家公司今年上半

年实现归母净利润同比增长，占比
77.45%。其中，12 家公司上半年
归母净利润同比翻番。融捷股份、
中铝国际上半年归母净利润同比
增幅居前，分别达到 4445.20%、
1871.07%。

在这102家公司中，有69家公
司今年上半年营业收入和归母净
利润同比实现“双增长”，占比近七
成。其中，有 15家公司报告期内
营业收入和归母净利润同比增幅
均达到或超过30%，彰显强劲的成
长能力。

从行业分布来看，上述今年上
半年营业收入与归母净利润实现

“双增长”的 69家公司，涉及 25个
申万一级行业，银行、公用事业等
两行业今年上半年营业收入与归
母净利润实现“双增长”的公司数
量均超 10家，分别达到 12家和 11

家，基础化工、有色金属、医药生
物、交通运输等四行业今年上半年
营业收入与归母净利润实现“双增
长”的公司数量也均在5家及以上。

近七成“双增长”公司
股价跑赢大盘

7 月份以来，截至 8 月 5 日收
盘，69只业绩“双增长”的个股中，
有47只股价表现跑赢同期上证指
数（期间累计下跌 5.05%），占比近
七成。其中，佛燃能源、宁波精达、
环旭电子、天孚通信、厦门钨业等
5只个股期间累计涨幅均超20%。

部分业绩增长股受到机构高
度关注。统计数据显示，在 69只
业绩“双增长”个股中，近一个月获
机构给予“买入”或“增持”以上评
级的达42只，占比超六成。其中，

有11只个股均获10次及以上机构
推荐，古井贡酒、华熙生物等 2只
个股获机构推荐次数均超20次。

关于半年报行情的投资策略，
陈雳认为，要甄别不同行业的上市
公司业绩高增长是否具备可持续
性。那些去年业绩基数较低、受今
年行业回暖影响而呈现业绩高增
长的行业，未来成长空间可能会相
对有限；那些受国家发展战略大力
支持、景气度持续向好、上市公司
业绩普遍高增长的行业，未来成长
性更为确定，可给予更高的估值。

私募排排网财富管理合伙人
荣浩认为，上半年业绩较好的公司
主要集中在三大领域：一是在抗疫
中获益的医药生物行业；二是受益
于政策扶持和需求上升的新能源
领域；三是受益于供需关系导致价
格上涨的基础化工行业。

上半年业绩快报公司达102家 近七成营收和净利“双增长”

本报记者 姚 尧

随着中报密集披露期的到来，
通过中报业绩寻找确定性投资机
会又成为价值投资者阶段性的必
然选择。截至 8月 5日收盘，已有
1694家上市公司（剔除已披露中报
和中报业绩快报的公司）披露中报
业绩预告。其中，有685家公司今
年上半年业绩预喜，占比超四成。

11家公司预计
上半年净利超百亿元

从归母净利润角度看，同花
顺数据显示，在 1694家已披露中
报业绩预告的上市公司中，共有
11家公司预计今年上半年净利润
上限超过 100 亿元。其中，中国
石油、中国海油、中远海控预计净
利润上限分别为 850.36亿元、725
亿元、647.16 亿元，暂时排名前
三。此外，包括中国神华、陕西煤
业、兖矿能源、九安医疗、中煤能
源等在内的 8家上市公司预计上

半年归母净利润上限也超过 100
亿元。

对此，排排网旗下融智投资基
金经理助理刘寸心对《证券日报》
记者表示：“能源企业净利润高企，
主要是受益于今年上半年地缘因
素影响了能源供给，叠加全球经济
复苏，带动能源需求提升，导致能
源供给失衡，致使国际能源价格不
断上涨，增厚了相关公司的业绩。”

在归母净利润增幅方面，在
1694家已披露中报业绩预告的上
市公司中，有304家公司预计上半
年净利润变动幅度上限达到或超
过100%。其中，九安医疗、天齐锂
业、盛路通信三家公司预计上半年
净 利 润 变 动 幅 度 上 限 均 超 过
10000% ，分 别 达 到 28196.60% 、
13420.21%、10529.92%。

九安医疗在业绩预告中表示，
预计上半年实现归母净利润为
151亿元至 155亿元，将同比增长
27466.36%至 28196.6%。业绩增
长主要源于上半年美国对新冠抗
原检测试剂盒产品需求大幅增长，

带动公司业绩大幅增长。
《证券日报》记者梳理后发现，

上述上半年净利润变动幅度上限
达到或超过 100%的 304只个股普
遍呈现三大特征：一是股价表现相
对强势。7月份以来，截至8月5日
收盘，在304只净利润变动幅度上
限达到或超过 100%的个股中，有
218只累计涨幅跑赢上证指数（同
期累计下跌 5.05%），占比超七
成。其中，岳阳兴长、大连重工、华
大九天等 7只个股期间累计涨幅
均超50%。

二是机构扎堆持仓。截至
2022年一季度末，共有132家公司
前十大流通股股东名单中出现社
保基金、养老基金、险资、券商和
QFII身影，占比 43.42%。其中，斯
达半导、盐津铺子、卫信康等获得
两家及以上机构共同持仓。

三是频获评级机构点赞。最
近30日内，有154只个股获机构给
予“买入”或“增持”等看好评级，占
比逾五成。其中，比亚迪、完美世
界、北方华创等 14只个股所获看

好评级达到或超过10次。

利润增幅预超1倍公司
主要扎堆三大行业

304 家上半年净利润变动幅
度上限达到或超过100%的公司涉
及 29类申万一级行业。其中，基
础化工、电力设备、电子等三大行
业所属上市公司数量最多，合计达
到 138家，占比超四成，成为上半
年业绩表现最突出的三大行业。

广州市万隆证券咨询顾问有
限公司首席研究员吴啟宏对《证券
日报》记者说：“基础化工行业半年
报业绩突出，主要是受益于产品价
格上涨，叠加部分化工品种切入新
能源上游领域，受到新能源汽车和
风电、光伏、储能等行业高景气度
影响带来了增量需求。投资机会
方面，可重点关注磷化工、氟化工、
钛白粉等。在碳中和背景下，电力
设备、新能源领域迎来较长的高景
气时期，叠加能源供给不足，海外
订单大幅增长，可重点关注HJT电

池、钙钛矿电池等新技术路线。”
广州国邦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董事总经理周权庆表示：“电子行
业的业绩表现相对分化，下游与新
能源相关的半导体、智能汽车芯片
等领域需求旺盛，投资机会主要在
高景气度细分赛道。”

冬拓投资基金经理王春秀对
记者说：“基础化工行业景气度较
高，主要是受益于石油、煤炭、天然
气价格的上涨。”

下半年哪些行业更具业绩成
长性机会？周权庆认为，新能源行
业依然有较大业绩增长空间，储能
等一些处于产业发展初期的细分
赛道值得深度挖掘。

吴啟宏表示，“下半年稳增长
仍是重点。从近期国内挖掘机销
量、水泥库容比等上游数据表现来
看，基建领域已出现提速迹象，可
重点关注。军工行业也有巨大发
展空间。下半年国企改革加速推
进，目前估值水平偏低，也值得关
注。此外，航天航空、卫星互联网、
大飞机等产业链也值得关注。”

304家上市公司预计净利同比翻倍 扎堆三大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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