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名称
美晨生态

大港股份

长江润发

戴维医疗

登海种业

四环生物

名称
N有友

荣华实业

皖江物流

亿晶光电

哈高科

汇鸿集团

收盘价
4.35

6.22

7.43

9.19

7.66

3.94

收盘价
11.33

3.80

2.83

3.81

6.00

5.57

涨幅（%）
10.13

10.09

10.07

10.06

10.06

10.06

涨幅（%）
43.96

10.14

10.12

10.12

10.09

10.08

名称
华英农业

川恒股份

维宏股份

得利斯

华通热力

东音股份

名称
大智慧

禾丰牧业

中广天择

上海梅林

XD方大特

天龙股份

收盘价
7.54

14.93

33.55

6.66

17.64

18.90

收盘价
6.37

12.74

18.95

9.52

10.97

17.77

跌幅（%）
-10.02

-10.01

-10.01

-10.00

-10.00

-10.00

跌幅（%）
-10.03

-10.03

-10.02

-10.02

-10.01

-9.98

名称
京东方Ａ

领益智造

仁和药业

利欧股份

大康农业

春兴精工

名称
美都能源

农业银行

华胜天成

福田汽车

红阳能源

中国联通

收盘价
3.45

6.15

9.39

2.15

2.41

11.55

收盘价
3.28

3.61

10.79

2.61

7.45

5.97

成交额（万）
222966

247219

300574

52938

60601

276924

成交额（万）
132438

88928

272524

55803

170994

99905

名 称
顺利办

西部矿业

青青稞酒

正平股份

*ST盐湖

青海华鼎

金瑞矿业

西宁特钢

青海春天

收 盘 价
6.690

5.800

11.260

7.610

7.070

4.500

6.310

3.680

6.330

涨跌幅（%）
-7.60

0.00

0.45

-0.65

-4.85

0.67

0.32

-1.87

-0.47

成交量（手）
154213

212319

19272

53059

416633

18830

19172

73089

30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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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5月7日电 近日，A股上市公司年报、一季
报披露同步收官。透过3000多家上市公司的业绩报告，可以
触摸中国经济转型发展的脉搏：两市营收稳步增长、分红平
稳增加，研发投入大幅增加、创新动能增强；与此同时，内外
环境的压力也令企业面临诸多挑战。

两市营收稳步增长，计划分红总额超万亿元
分析上市公司年报和一季报，两个“稳”字令人印象深

刻。
——营收稳步增长。2018年沪深两市已披露年报的上

市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45.45万亿元，占同期国内生产总值
50.48%。沪深两市营收同比增速分别达11%、13.33%，其中，
深市近三年营收年复合增长率18.85%。

今年一季度，上市公司延续增长态势。据Wind资讯统
计，一季度上市公司实现总营收 11.34 万亿元，同比增长
11.8%；实现净利润1.1万亿元，同比增长10.3%。

得益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游行业业绩增速普遍较
高。特别是采掘、钢铁、化工行业，产品价格上涨带动利润维
持较高增速。2018年深市三大行业净利润增长率分别达到
15.51%、35.09%、17.51%。

——经营稳伴随分红平稳增加。截至4月末，沪深两市
2591家公司推出分红预案，计划分红总额超过1.17万亿元。
可对比的是，上年截至5月末，2754家公司分红预案金额合
计约1.07万亿元。

“长期稳定分红上市公司群体的逐步形成，表明在经济
转型的大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企业注重投资回报，并推动市
场向价值投资理念的主流靠拢。”产融浙鑫财富首席经济学
家周荣华说。截至目前，约480家沪市公司连续三年分红比
例超过30%，深市连续三年分红的公司达到1195家。

研发投入大幅增加，新兴产业崛起
作为经济转型、产业升级的主力军，上市公司群体呈现

出研发投入强度大、新动能快速成长的鲜明特征。
研发投入大幅增加是上市公司上年的亮点之一。数据

显示，2018年沪市实体类公司研发投入3900亿元，同比增长
21%；深市公司2018年研发投入合计3444亿元，较上年增长
22.3%，实现绝对额连续第四年明显增长。

其中，沪市有 60 多家企业研发投入占营收比例超过
10%，230多家超过5%；深市电气机械和器材、软件和信息技
术、汽车制造行业的研发投入占比也超过或接近10%。

高研发投入下，战略性新兴产业迅速崛起。在战略性新
兴产业占比超七成的创业板，2018 年营业总收入同比增长
15.85%，明显高于其他板块。

传统行业也在积极进行设备改造和技术更新。如，三一
重工持续加大智能化、无人化、节能环保产品研发力度，2018
年营收同比增长45.61%。

部分公司净利下滑研发占比仍低，政策影响将凸显
翻阅上市公司业绩报告，有亮点，但也有一些制约因素

值得关注。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一些上市公司的
发展也面临风险和挑战。

从年报数据看，部分上市公司净利润表现不尽如人意。
2018年，沪市97家公司净利润下滑幅度超过50%；深市上市
公司归属母公司股东净利润合计 5834.83 亿元，同比下降
22.88%。

沪深交易所分析称，资产减值损失对净利润的影响较
大。2018年深市公司资产减值损失3592.86亿元，同比上升
72.26%，对净利润的影响为38.11%。当然，资产减值也使前
期资产高估值交易的风险因素得到逐步释放。

此外，研发投入比重仍较低、少部分企业主业不振等问
题，仍是上市公司群体持续稳健发展的制约因素。深交所报
告显示，上市公司研发强度虽然高于全社会平均水平，但研
发支出的中位数仅为5300万元。

“内外部因素共同作用下，企业感受到了挑战。”中科曙
光总裁历军说。

深交所分析认为，伴随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
策的实施，经济发展环境将进一步优化和提升，宏观政策对
上市公司的积极影响将愈加凸显，助推经营绩效持续回升。

今年一季度，深市公司的净利润已经扭转了2018年三季
度和四季度连续下滑的态势；去年四季度开始，深市公司筹
资活动现金流明显改善，今年一季度筹资活动现金流净额占
2018年全年的70%。

从上市公司财报看经济转型
新华社上海5月7日电（记者桑

彤 何曦悦）继去年陆家嘴金融城全球
资产管理机构联合会成立后，又一批
新的全球资管机构和创新业务相继落
沪。5 月 7 日，法巴资
管、荷宝资产、未来资
产等 10 家境外知名资
管公司与陆家嘴金融
城签署合作备忘录，扩大在华业务。

据介绍，目前，浦东陆家嘴已经成
为全球资管机构在华的重要集聚地
和展业地，已有51家国际知名资产管
理机构在陆家嘴设立了 71 家外商独
资资产管理公司；全球资管规模排名

前十的资管机构已有 9 家落沪；全国
19 家获得私募证券基金管理资格的
外资私募中，17 家位于陆家嘴；全国
首批两家获得投资咨询业务资格的

外资私募机构——路博迈、富敦均位
于陆家嘴。

为更好地指导和支持外资资管机
构参与中国银行间债券市场，中央国
债登记结算公司上海总部已申请加入
陆家嘴全球资管机构联合会，成为联

合会的首家特别会员。
中央国债登记结算公司上海总

部相关负责人表示，金融基础设施
是现代金融体系运行的核心与枢

纽。结合中国债券市
场开放、增长的形势，
中央国债登记结算公司
近年来持续对接全球市

场投资者，完善入市服务机制，将国
际客户服务功能集聚上海；依托人
民币债券跨境结算中心，持续推进
金融基础设施间的互联互通，为海
外投资者批量进入中国银行间债市
提供支持。

新华社5月8日电（吴黎华）近期，
A 股市场出现了短期波动。应当看
到，随着一系列政策的落地，我国宏观
经济企稳回升的预期正在进一步增
强，企业盈利正在改善，A股的宏观基
本面正在改善。当前，迫切需要进一
步深化改革，特别是做好设立科创板
并试点注册制的工作，通过基本制度
的完善持续增强
资本市场抵御风
险的韧性。

从 一 季 度 各
项数据来看，中国经济企稳回升的迹
象正在进一步显现，中国经济所具有
的韧性也正在为各方所认识到。无论
外部环境出现什么样的变化，中国经
济具有的广度和深度，都使得我们有
足够的底气来应对，这正是资本市场
中长期健康发展的底气所在。只要我
们能够坚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推进
经济高质量发展，资本市场健康发展
就具有坚实的基础。

实际上，当前在全球范围内，A股
市场正在成为投资者追逐的对象。从

国际比较看，A 股的估值吸引力依旧
明显。A股市场仍然是全球权益投资
的洼地，尽管短期的外资流入流出数
据有所变化，但全球市场长期加大对
A 股市场配置的大趋势没有发生改
变。

从上述背景来看，A 股市场具备
了长期向好的坚实基础。从短期来

看，A股市场的波动，对防范化解金融
风险提出了挑战，当前，迫切需要进一
步深化各项改革，进一步夯实资本市
场健康稳定发展的基础。

一方面，要建设一个规范、透明、
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完
善资本市场基础性制度，把好市场入
口和市场出口两道关，加强对交易的
全程监管。去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也指出，资本市场在金融运行中具有
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一直以来，A
股市场的估值水平波动率明显高于其

他成熟市场股指。一般认为，这与 A
股投资者结构密切相关，最主要的是
A股的投资者还有较大一部分是散户
投资者，风险偏好高。目前，需要进一
步优化资本市场的投资者结构，引入
更多的长期资金，进一步优化市场交
易监管，充分发挥市场自身的调节作
用，同时要加强市场监测，加强监管协

调 ，及 时 消 除 隐
患，实现 A 股市场
的长期健康稳定
发展。

另一方面，从中长期来看，要解决
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的问题，根本上还
是要靠深化各项改革。当前，资本市
场最重要的改革是设立科创板并试点
注册制，科创板是中国资本市场增量
改革的试验田，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
推进中国资本市场的市场化、法治化
改革，完善包括交易制度在内的各项
市场基本制度，完善资本市场逆周期
应对机制，完善风险监测、预警和处置
机制，增强资本市场自身抵御各种风
险和冲击的韧性。

10家全球资管巨头落沪

AA股市场具备中长期向好坚实基础股市场具备中长期向好坚实基础

深沪大势分析

新华社上海5月8日电（记者潘
清）受外盘股市走弱等因素拖累，A股
短暂反弹未能延续，8日主要指数冲高
回落、全线调整。上证综指跌逾 1%，
失守2900点整数位。

当日上证综指开盘就跌破了2900
点整数位，报2873.14点。早盘沪指下
探2866.70点后开始震荡走高，短暂翻
红并上摸 2929.43 点。此后沪指掉头
下行，尾盘收报 2893.76 点，较前一交

易日跌32.63点，跌幅为1.12%。
深证成指收盘报 9002.53 点，跌

86.93点，跌幅为0.96%。
创业板指数表现相对较弱，跌

1.48%后以1481.87点报收。中小板指
数收报5633.41点，跌幅也达到0.98%。

伴随股指回调，沪深两市近 2000
只交易品种收跌，明显多于上涨数
量。不计算ST个股，两市60多只个股
涨停。沪市新股N有友挂牌上市，首

日涨幅接近44%。
大部分行业板块收跌。饲料板块

表现最弱，跌幅高达逾 6%，牧渔板块
跌幅也超过 4%。化肥农药、保险、电
信服务、银行等板块跌逾1%。在避险
情绪升温的背景下，贵金属板块涨幅
超过3%，前一交易日领涨的农业板块
当日涨幅也在2%以上。

AA股重现调整股重现调整 上证综指失守上证综指失守29002900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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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柏林5月7日电（记者李
萌）德国斯图加特检察官办公室7日发
布消息称，德国大众集团旗下的保时
捷公司已接受 5.35 亿欧元（约合 5.99
亿美元）的罚款，成为因柴油车尾气排
放造假被处罚的又一全球知名汽车品
牌。

保时捷公司放弃上诉，并在一份
声明中表示，为诉讼画上句号是迈向
彻底结束柴油车“排放门”事件的重要

一步。
据德国斯图加特检察官办公室介

绍，保时捷公司需要在未来6周内向总
部斯图加特市所在的巴登-符腾堡州
政府缴纳罚款。

德国汽车业“排放门”丑闻于2015
年爆发。从大众汽车集团开始，宝马、
戴姆勒陆续被查实通过软件调整柴油
发动机工作状态，从而使氮氧化物排
放在尾气检测状态下达标，以掩盖发

动机在正常行驶状态下排放大幅超标
的真相。

根据德国联邦汽车交通局针对保
时捷公司的调查结果，排放造假涉及
大约9.9万辆保时捷汽车。

据了解，德国相关检查部门去年
就排放舞弊对大众汽车集团处以10亿
欧元（约合11.19亿美元）罚款，对大众
旗下奥迪公司处以8亿欧元（约合8.95
亿美元）罚款。

保时捷因保时捷因““排放门排放门””被罚被罚55..3535亿欧元亿欧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