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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31日 星期四 阴

上证指数缩量震荡，
收盘微幅下挫，次新股与
高送转概念股大涨。上证
指数早盘受大银行和保险
板块的拖累出现单边下
跌，但中小盘个股全线爆
发，激发了市场的做多人
气，使得沪指距跳空缺口

近4个点时震荡回升，5日
均线失而复得。缺口不
补，说明目前的市场还是
比较强势的。

盘面上，银行、保险
等金融权重板块走弱，次
新股再度受追捧，33只自
然涨停。在资金存量博弈
的背景下，本轮次新股行
情依然是游资在进行击鼓
传花，爆炒次新股的可持
续性有待观察。加之前期
获利盘丰厚，所以短期不
宜追高次新股。

高 送 转 板 块 领 涨 两
市，同兴达、元成股份、
达安股份等涨停。每到年
报、半年报发布时节，上
市公司高送转话题便成为
市场关注的焦点。由于今
年高送转个股较少，容易
受到参与者的追捧，可关
注。

值得一提的是，最近
中小盘股的表现强于权重
股，是不是就此说明风口
已转向中小盘股，还有待
观察。 老雷

本日志仅记录个人对大盘和个股的理解，不一定正确，切勿跟风。

随着荣安地产2017年半年报的公布，宁波67家上市公司半年报已全部披露完
毕。上半年，宁波67家上市公司一共赚了154.21亿元。其中，62家公司实现盈
利，26家公司净利润超亿元。从盈利能力来看，宁波银行依然是宁波最赚钱的上
市公司，上半年净利润达47.65亿元，雄踞宁波上市公司榜首；从业绩增速来看，
荣安地产异军突起，以2511.25%的增幅摘得甬股上半年业绩“增幅王”。

8月，上证指数累计上涨2.68%，创年内最大月涨幅，且连续三个月
上涨。深证成指8月上涨3%，创业板指大涨6.5%。

宁波四成上市公司
半年净利超亿元
荣安地产25倍增幅摘得业绩“增幅王”

据公司财务数据报告，
2017年上半年，宁波67家
上市公司实现业绩增长的有
47 家，业绩下降的有 18
家，旭升股份和中大力德因
新上市，只公布了上半年业
绩。

在 67 家上市公司中，
荣安地产凭借超25倍的净
利增幅成为2017年上半年
业绩增速最快的甬股。8月
29日，荣安地产公告披露
其2017年上半年财务报告
情况，公司营业总收入由
2016年同期的5.57亿元增
至本报告期内的 36.99 亿
元。其中，主营业务营业收
入由2016年同期的5.22亿

元增加至本报告期内的
36.56亿元。

报告期内，该公司录得
利润总额 6.06 亿元，而上
年同期为2786万元；归属
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由上
年同期1799万元增长至4.7
亿元。其中，公司基本每股
收益由0.0056 元增至本期
内的0.1475元。

除荣安地产外，宁波海
运、宁波东力、理工环科、
鲍斯股份、维科精华、均胜
电子等 6家上市公司 2017
年上半年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增幅超
100%。

与业绩增长上市公司相

比，宁波富邦、宁波精达、
宁波联合、美诺华、宁波中
百、日月股份、天邦股份、
太平鸟、雅戈尔、东方日
升、香溢融通、镇海股份、
宁波富达、宁波韵升、亿晶
光电、先锋新材、波导股
份、GQY视讯等18家公司
业绩出现了下滑。其中，
GQY 视讯业绩降幅最大，
作为一家原主业大屏幕拼接
显示的上市公司，GQY视
讯自2015年开始逐步转型
引入机器人产业，时至今
日，公司原有主业逐步低
迷，而其机器人产业却并未
实现实质性进展。

记者 张寅

8月29日，中大力德上
市，宁波上市公司已增至
67家。根据各家公司发布的
业绩报告显示，62家宁波上
市公司实现盈利，只有*ST
圣莱、宁波富邦、GQY视讯
和波导股份等4家公司出现
亏损。盈利企业中，宁波银行
再次成为宁波上市公司中最
赚钱的企业。宁波银行披露
2017年半年报显示，公司上
半年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47.65亿元，同比
增长15.14%，不良贷款率

0.91%，利润增速保持稳健
的同时，资产质量持续良
好。

雅戈尔和宁波港紧随宁
波银行，2017年上半年归
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
别达 20.47 亿元和 13.76 亿
元。从67家上市公司上半
年净利润数据中可以看出，
宁波银行、雅戈尔和宁波港
一起组成了宁波上市公司净
利润突破“十亿级”的方
阵。

除了上述3家上半年净

利润破“十亿级企业”，韵
达股份、均胜电子、荣安地
产、宁波华翔、拓普集团、
杉杉股份、百隆东方、东方
日升、龙元建设、三星医
疗、慈星股份、双林股份、
宁波韵升、东睦股份、博威
合金、继峰股份、天邦股
份、日月股份、宏润建设、
宁波高发、旭升股份、大丰
实业、理工环科等23家企
业的净利润均突破 1 亿元
（按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高低依次排列）。

47家上市公司实现业绩增长

26家上市公司上半年净利超亿元

沪指8月创年内最大月涨幅

两融余额达4月大调整前水平

中报季落幕，截至
8 月 31 日，沪深两市
3344家上市公司中报
已全部披露完毕。上半
年，实现盈利的上市公
司共计 3025 家，占全
部 A 股上市公司的
90.46%。A股整体实现
总营收18.13万亿元，
较 去 年 同 期 增 长
19.85%；实现净利润
1.67万亿元，同比增长
16.37%。

主板净利润强劲
增长，创业板业绩增速
出现大幅下滑。上半
年，上证 A 股同比增
14.37%，深圳主板同
比增近三成，而去年同
期则为负增长。创业板
上 半 年 合 计 盈 利
455.56亿元，净利润增

速仅为6.19%，较去年
同期48%的盈利增速
大幅回落。

主板盈利能力回
升明显，上证A股ROE
（净资产收益率）由去
年同期的5.84%上升至
6.02%，上升了0.18个
百分点。深圳主板整体
ROE更是上升了0.6个
百分点，中小板也有0.1
个百分点的增长，仅创
业板盈利能力下降，板
块整体ROE从去年同
期 的 5.05% 下 滑 至
4.14% ，大 幅 下 降 了
0.91个百分点。

海通证券中报研报
指出，对比净利同比与
市盈率、市净率和ROE
指标，匹配较好的行业
有银行、非银、地产、家

电、汽车、建筑等。
操作稳健的社保、

规模庞大的国家队（证
金、汇金）、首次入市的
养老金、凶猛的险资、
国际视野的 QFII，二
季度持股脉络都已清
晰。“国家队”在继续持
有银行、券商、周期性
行业股票的同时，大举
买入创业板；公募基金
重仓白酒、家电、金融
等白马股；社保基金现
身559家公司前10大
股东；55只QFII 持有
39.67亿股A股上市公
司流通股，涉及上市公
司 168 家，其中以造
纸、橡胶、有色、黑色金
属、化学原料等的材料
类周期股占比最大。

记者 张波

昨日，银行板块成
砸盘主力，农业银行领
跌，招商银行、工商银
行、交通银行、平安银
行等个股跌幅超1%。

分析认为，银行股
尾盘跳水对上证指数
滞涨有很大影响，盘面
热点快速轮动，或使得
A股延续震荡格局。

统计显示，8月，两
融余额稳步增长，从月
初 9026 亿 元 增 至
9400亿元以上，创近5
个月新高。截至8月30
日 ，两 融 余 额 为
9401.24亿元，较前一
交易日9379.29亿元增
加21.95亿元。

值得注意的是，上
一波两融余额峰值
9407亿元是在4月13
日出现的，随后沪指出

现一波大调整，创下年
内3016低点。

4月14日，沪指跌
0.91%报收3246点，4
月 17 日直接跳空低
开，跌0.74%报收3222
点。从4月14日起，沪
指一路大跌至5月11
日 3016 点。不到一个
月，就跌去了 200 多
点。

观察发现，今年，沪
指运行趋势似乎与两融
余额变化有着密切关
联。沪指今年第一波上
涨，从1月 16日 3044
点涨至4月7日的3295
点，两融余额从2月3日
8679亿元增至4月13
日9407亿元；第二波行
情，沪指从 5 月 11 日
3016点涨至8月底的
3300 点以上，两融余

额 也 从 6 月 2 日 的
8625亿元增至8月30
日的9400亿元以上。

从中可见，两融余
额低谷与沪指阶段底
几乎同步。沪指第一波
上涨行情从2月3日至
4月13日，历时2个多
月，两融余额递增从1
月16日至4月7日，也
历时2个多月。

历史是否会再次
重演不得而知，但两融
余额再次达到峰值，应
引起投资者关注。

市场资金流向显
示，昨日，主力资金连续
第三日巨量净流出，流
出额达230亿元，三日
合计净流出近 660 亿
元。而且连续三日皆是
超大单、大单持续卖出，
中单、小单持续买入。

创业板业绩增速大幅下滑

两融余额突破9400亿元

漫画 章丽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