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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热线
8244111

广告热线
8248965

07C

名称
新大洲Ａ

神农基因

海马汽车

粤 传 媒

中钨高新

大东海A

名称
海南橡胶

南威软件

长城科技

海南矿业

湖南盐业

振德医疗

收盘价
5.68

4.48

4.59

4.82

12.61

12.94

收盘价
6.80

13.50

37.24

8.46

18.46

34.53

涨幅（%）
10.08

10.07

10.07

10.05

10.03

10.03

涨幅（%）
10.03

10.02

10.01

10.01

10.01

10.00

名称
坚瑞沃能

闽发铝业

东方网络

庄园牧场

汇金股份

凯伦股份

名称
宏达矿业

飞乐音响

狮头股份

嘉友国际

新疆火炬

华夏幸福

收盘价
4.20

4.47

5.91

21.03

8.54

50.42

收盘价
7.27

7.10

9.35

78.63

41.48

29.35

跌幅（%）
-10.06

-10.06

-10.05

-10.01

-10.01

-10.00

跌幅（%）
-10.02

-10.01

-10.01

-10.00

-10.00

-10.00

名称
京东方Ａ

二三四五

中弘股份

乐视网

平安银行

东方财富

名称
农业银行

工商银行

中国银行

建设银行

紫金矿业

中国石化

收盘价
5.08

6.36

1.60

4.14

11.10

16.37

收盘价
3.75

5.82

3.77

7.33

4.33

6.71

成交额（万）
270564

131402

27275

61555

159371

223262

成交额（万）
228083

229642

103700

185287

77796

116614

名 称
神州易桥

西部矿业

青青稞酒

盐湖股份

金瑞矿业

西宁特钢

青海春天

正平股份

青海华鼎

收 盘 价
-

6.900

13.220

12.880

8.350

4.650

10.430

-

6.280

涨跌幅（%）
0.00

-1.43

-0.68

-0.77

-5.33

-3.12

-3.52

0.00

-0.95

成交量（手）
0

197405

7903

278013

19255

69460

61625

0

9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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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行榜排行榜深市
昨日

排行榜沪市
昨日

深沪大势分析深沪大势分析

新华社北京4月16日电（记者吴
黎华）4月16日《经济参考报》刊发题为

《A股企业盈利提升 新经济崭露头角》
的报道。文章称，随着年报披露进入
密集期，A股上市公司去年的整体经营
情况浮出水面。整体来看，受益于供
给侧改革推动的上游行业大幅改善，
上市公司的整体盈利能力大幅提升。
与此同时，新能源汽车、集成电路等新
兴行业也正在高速发展，孕育着经济
的新动能。

近两成披露企业净利润翻番近两成披露企业净利润翻番
Wind统计数据显示，截至目前，沪

深两市共计有1700家上市公司公布了
2017年年报。上述1700家企业去年共
计实现营业总收入27.60万亿元，同比
增长16%；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2.56万亿元，同比增长22%。剔除
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类行业后，其余
1644家非金融类企业去年则共计实现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1.13万亿
元，同比增长46%。

已经披露年报的 1700 家企业中，
有 1217 家净利润同比实现了增长，占
比 71.6%。其中，净利润同比增速在
50%以上的有500家，占比29.4%；净利
润同比增速在 100%以上的有 313 家，
占比18.4%。与此同时，1700家企业中
去年有58家净利润出现亏损，占比仅为
3.4%，而在2016年，则有103家净利润
出现了亏损。分板块来看，1028家主板
上市公司共计实现净利润2.37万亿元，
同比增长21%；379家中小企业板上市
公司共计实现净利润1439亿元，同比增
长32%；293家创业板上市公司共计实
现净利润496亿元，同比增长9%。

今年一季度，上市公司的盈利水
平仍在进一步提升。海通证券研究显
示，截至4月10日，披露2018年一季报
业绩预告的公司共1244家，主板、中小
板 、创 业 板 披 露 率 为 4.4% 、49.2% 、
98.9%。从一季报净利润同比增速来
看 ，主 板 、中 小 板 、创 业 板 分 别 为
234.1%（披露率低）、49.5%、34.8%，中小
创业绩保持高增长。

在创业板内部，企业分化、龙头企
业优势显现的局面也正在出现。数据
显示，创业板上市公司 2017 年全年业
绩增速的中值为 11.51%，而 2018 年一
季 度 业 绩 预 告 增 速 的 中 值 则 为
15.59%。创业板2018年一季报业绩预
告显示，当前市值处于 0~50 亿元的企
业今年一季度净利同比增速为17.8%，
处于50~100亿元的企业增速为28.7%，
处 于 100~200 亿 元 的 企 业 增 速
为-3.3%，处于200 亿元以上的企业增
速为70.5%，整体上创业板内部高市值
龙头公司业绩更优异。

周期性行业表现突出周期性行业表现突出
2017年A股上市公司盈利能力的

大幅提升，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推
进带来的上游产业的改善密切相关，钢
铁、煤炭、有色等过去严重亏损的传统
周期性行业业绩改善十分显著。

在钢铁行业，2017 年受地条钢出
清、环保限产等多种因素影响，国内钢
材市场整体处于紧平衡状态，钢材价
格显著上涨。Wind统计数据显示，按
照申万一级行业分类，目前共计有 20
家钢铁类上市公司公布了 2017 年年
报。上述20家企业去年共计实现营业
总收入9522亿元，同比增长32%；实现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06亿元，
同比增长 513%。20 家上市钢企中有
19家净利润出现增长，其中18家净利

润增速在100%以上，无一亏损。
在煤炭行业，受供给释放缓慢以

及需求较好的双重影响，2017 年煤炭
价格全年保持高位。已经披露年报的
19 家煤炭类企业共计实现营业收入
6342亿元，同比增长39%；实现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728亿元，同比增
长 128%。19 家企业中共计有 16 家净
利润同比出现增长，9家净利润增长在
100%以上，仅有一家出现亏损。

在有色行业，已经披露年报的 55
家企业去年共计实现营业收入9939亿
元，同比增长17%；实现归属于母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 313 亿元，同比增长
168%。55家企业中，共计有46家净利
润同比实现增长，净利润增幅在100%
以上的有27家，无一亏损。

除了上述行业外，2017 年，水泥、
化工等行业的净利润增速也较为显著。
工信部数据显示，2017年石化化工行业
累计实现主营业务收入13.45万亿元，增
长15.8%，为6年来最快增速；其中化工行
业主营业务收入 9.10 万亿元，增长
13.8%。全年实现利润8313.6亿元，增长
52.1%，为7年来最快增速；其中化工行业
实现利润6072.4亿元，增长39.7%。

申万宏源证券研究所市场研究总
监桂浩明对记者表示，预计今年非金
融类企业盈利能力的回升势头仍将延
续，但是幅度可能会有所减缓。去年
主要涉及供给侧结构性改革，PPI指数
有一定的回升，拉动了上游产业继续
改善，但这种改善应该是带有某种恢
复性的。

新经济孕育新动能新经济孕育新动能
2018 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加快

制造强国建设。推动集成电路、第五代
移动通信、飞机发动机、新能源汽车、新
材料等产业发展，实施重大短板装备专
项工程，发展工业互联网平台，创建“中
国制造2025”示范区。种种迹象显示，
2017年，除了传统行业的景气度回升之
外，在A股上市公司中，集成电路、新能
源、生物医药等代表新经济的行业企业
也正在逐渐壮大，孕育着新的动能。

在新能源汽车行业，中汽协数据
显示，2017 年新能源汽车产销均接近
80 万辆，分别达到 79.4 万辆和 77.7 万
辆，同比分别增长53.8%和53.3%，产销
增速同比提高2.1个百分点和0.3个百
分点。在A股涉及相关业务的上市公
司中，增速也十分靓丽。其中，刚刚通
过IPO审核的宁德时代公布的数据显
示，作为一家主营业务为动力电池系
统的企业，该公司 2015 年、2016 年及
2017 年，营业收入分别为 57.03 亿元、
148.79亿元及199.97亿元，年均复合增
长率高达 87.26%；净利润分别为 9.51
亿元、30.89 亿元及 42.88 亿元，年均复
合增长率高达112.39%。

在集成电路行业，在《国家集成电
路产业发展推进纲要》的指引和国家
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的推动下，中
国半导体市场已成为全球增长引擎，
市场规模增长速度远高于全球平均增
速，不少企业也开始出现了快速增长
的势头。主营业务为闪存芯片及其衍
生产品、微控制器产品研发、技术支持
和销售的兆易创新年报显示，2017 年
该公司实现净利润3.97亿元，同比增长
125.26%。主营业务为集成电路、分立
器件封装与测试以及分立器件芯片设
计、制造的长电科技年报显示，2017年
该公司实现净利润3.43亿元，同比增长
222.89%。

新华社北京4月16日电（记者班娟娟）4月16日
《经济参考报》刊发题为《2500家“准独角兽”企业蓄势
爆发》的报道。文章称，2500家瞪羚企业或迎来高速发
展期。近日，多地密集出台关于培育瞪羚企业的新政，
特别是在财政金融方面给予大力扶持，有关投资机构
亦纷纷表示看好其前景并加大投资。作为新经济的代
表和“准独角兽”企业，瞪羚企业正蓄势爆发。

武汉东湖高新区日前提出，给予瞪羚企业银行
贷款利息补贴，鼓励各类金融机构为瞪羚企业提供
包括信用贷款、知识产权质押贷款、保证保险贷款等
各类无抵押贷款，设立10亿元的光谷瞪羚基金，为
瞪羚企业提供股权、债权、保险等全方位融资服务。
此外还提出支持瞪羚企业开拓市场和开展并购等。

潍坊高新区提出促进瞪羚企业发展的区引导基
金支持、银行贷款支持等金融扶持，以及用于支持企
业科研建设和科技成果转化的奖励资金支持等。福
州高新区除对满足相应税收条件的瞪羚企业给予奖
励外，还提出优先满足盈利能力较强、建设资金有保
障的瞪羚企业的用地需求并对租用楼宇、厂房生产
经营的瞪羚企业，按实际使用生产经营用房面积，给
予50%的房租补贴。

瞪羚是一种善于跳跃和奔跑的羚羊，国际上通
常将高成长、跳跃式发展的高新技术企业形象地称
为“瞪羚企业”。从认定标准上看，通常要求企业连
续四年营收增长率不低于 20%。官方数据显示，

2017年我国各地高新区中瞪羚企业有2500多家。
“瞪羚企业可以看做是独角兽企业的后备力量，

是处于培育成长阶段的准独角兽企业。”通江资本董
事总经理张嘉诚在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瞪羚企业是新经济的代表，其高成长特性，能够创
造大量的新增就业机会，尤其是高素质人才的就业。
地方对于瞪羚企业的大力扶植，已成为各地上市企业
梯队培育的主要着力点和区域经济增长的强劲动力。

“一个地区的瞪羚企业数量越多，表明这一地区
的创新活力越强，发展速度越快。通过政府引导和
推动，凝聚金融资源，构建高效、低成本的担保贷款
通道，可以助推这些高成长性企业跳得更高、跑得更
快。”中国社科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研究员王晖
告诉《经济参考报》记者。

工信部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专家韩春生也对
《经济参考报》记者表示，各地加快培育瞪羚企业主
要是希望从众多的中小微企业中选出更有生命力的
企业加以扶持，在此基础上实现创新转型，寻找新的
经济增长点。

在政策风口之下，投资机构亦纷纷看好瞪羚企
业的发展前景。张嘉诚表示，作为新经济的代表，瞪
羚企业的发展速度快、市场前景大，同时，瞪羚企业
具有人才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等特征，也需要资本的
大力支持。因此，相比于传统企业，瞪羚企业更容易
得到投资机构的青睐和重金投入。

新华社北京4月15日电（记者李文哲 余蕊）记
者近日在国家发改委全国促进民间投资经验交流
现场会上了解到，为鼓励民间投资，河南、浙江、四
川、陕西、福建、重庆等地推出多项举措，促进民间
投资、激发民营经济活力。

各地民间投资发展各有特色
国家发改委固定资产投资司副司长韩志峰介绍，

2012年以来，民间投资占全国固定资产投资比重已
连续5年超过60%，最高时达到65.4%。各地民间投
资发展显现出各种不同的特点，值得互相学习借鉴。

河南省发改委主任何雄介绍，2017年，河南省民
间投资同比增长9.1%，高于全国平均增速3.1个百分
点，占全省投资的比重达到78.1%。许昌市表现格外
亮眼，其民间投资占全社会总投资比重高达90%以
上。2016年和2017年，许昌市民间投资增速分别达
到14%、7.4%，分别高于全国10.8个、1.4个百分点。

四川省发改委副主任胡玉清介绍，制造业民间
投资的较快增长是四川的特点。2017年四川省制
造业民间投资增长15%，对民间投资增长的贡献率
达71.2%，占四川省制造业总投资的比重达84.1%。

陕西省发改委副主任刘强介绍，2017 年，陕西
省基础设施领域的民间投资增长较快，同比增长
40.2%，增速比上年提高41.4个百分点，比全省基础
设施投资的增速高11.1个百分点。

福建省发改委副主任吴亮碧介绍，对于一些分
散、投资小、回报低的项目，民间投资不愿意进入。
福建创新方式方法，通过捆绑打包形成规模效应，

增强了项目对民间投资的吸引力。比如，国网福建
省电力公司牵头推进了充电基础设施工程包，通过
联盟合作等方式吸引特来电、百城、科华等民间资
本参与投资，并且民间投资占比超过四成。

“放管服”改革激发民间投资活力
尽管各地民间投资的发展各有特色，但简政放

权、优化营商环境是各地政府促进民间投资的共同
做法和努力。

浙江省发改委副主任周华富介绍，浙江省正在
进行“最多跑一次”改革，企业投资项目是“最多跑
一次”改革的重点和难点。改革将大力推进审批简
化、优化和标准化工作，没有法律依据的审批事项
一律取消，可以省略的申报材料一律不报，尽最大
可能减少企业“跑腿”。

胡玉清介绍，四川省通过减税降费、降低制度
性交易成本、用能、用工、融资和物流成本，2017年
为企业减负约700亿元。同时，保障民间投资建设
用地需求，对民间投资活跃集中的地区适当予以倾
斜支持。

政府的务实改变和贴心服务让民营企业受益良
多，一大批民营企业稳步发展壮大，为许昌经济社会
发展带来强劲动力。“许昌市和开发区主要领导亲自
带队赴瑞士、上海等地与瑞士迅达高层协商，最终帮
助我们争取到了迅达产业转移项目的落地，年新增产
值达10亿元。”西继迅达（许昌）电梯有限公司总经理
刘刚说。这个最初只是一个几十人的小公司，如今已
经成长为中国中西部电梯行业的“领跑者”。

A股年报披露企业盈利提升
促进民间投资有“法宝”各地齐亮招

2500家“准独角兽”企业蓄势爆发

本报综合消息 4 月 16 日，早
盘三大股指均低开。受到重大利
好消息刺激，海南板块早盘大爆
发，但以银行为主的权重板块持
续走弱，沪指呈现弱势震荡格
局。在国产软件、区块链等题材
概念拉升的积极影响下，创业板
指数由绿翻红。临近上午收盘，
海南板块则依然强势，但是资金

避险情绪仍旧显著，银行等权重
板块颓势尽显，市场板块轮动加
快，沪指持续下挫，中小创也冲高
回落。午后，沪指呈现单边下挫
格局，盘中指数一度击破 3100 点
整数关口，银行、有色、保险拖累
上证50指数大跌2%，创业板也受
到拖累一度由红翻绿，个股普
跌。临近尾盘，沪指与深成指跌

幅有所回落，创业板指数再度冲
高。上午冲高的航运板块午后有
所 回 落 。 截 至 收 盘 ，沪 指 报
3110.65，跌 1.53% ，创 指 报
1838.71，涨0.77%。

从盘面上看，海南、马彩、国
产软件板块居涨幅榜前列，煤
炭、租售同权、银行板块居跌幅
榜前列。

沪指跌沪指跌11..5353%%险守险守31003100点关口点关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