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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对许多企业来说面临

的挑战并不少，上游原材料价格上
涨、缺“芯”、有色金属现货价格
飙升等一系列影响波及电气、汽车
电子、建筑、光伏等诸多行业。

多重压力下，甬股依旧能够逆
势而上、创造佳绩。对此，甬兴证
券研究所分析师詹烨认为，尽管上
半年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缺“芯”
等对多个行业造成了一定影响，但
甬股作为诸多细分领域的龙头，对
下游客户有一定的议价权，通过成
本转移，减少外部因素的影响，实
现了逆势增长。

制造业一直以来是宁波的“主
旋 律 ”， 101 家 A 股 上 市 公 司 中 ，
有近 30 家是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
军，功力深厚。曾经，宁波的制造
业深耕产品线，把不起眼的产品做
到极致；而今，站在新的起跑点
上，企业纷纷抢抓智能化改革新机
遇，力争拔得头筹。公牛集团、海
天精工等一批制造业企业上半年营

收均超过 10 亿元，净利润增长幅
度均在 70%以上，而他们的共同点
都是搭乘了智能制造快车。

同样，在宁波经济发展中发挥
重要作用的进出口行业，顶住国外
疫情、外贸摩擦升级等多重压力，
表现出强劲的韧性。纺织龙头百隆
东方因大量海外订单回流，一定程
度上刺激了利润抬升。另一边，乐
歌股份加速布局人体工学业务和跨
境电商公共海外仓业务，海外市场
占有率节节攀升，上半年营收近
14 亿元，实现翻倍。

科技创新是企业持续发展的动
力来源，高新技术企业更是以科技
为本，毫不吝啬研发支出，而巨大
的投入带来的回报也是丰厚的。以
均胜电子为例，上半年均胜在研发
上斥资 10 亿余元，尽管芯片短缺
对整车厂订单造成一定影响，但均
胜的汽车电子业务依旧保持着较高
的增速，这部分贡献主要来源于智
能驾驶与智能座舱板，将研发费用

创新突破创新突破 勇于领跑行业

百舸争流，随着众多行业佼佼
者脱颖而出，资本市场宁波板块愈
发耀眼。为了推动更多宁波企业上
市、集群发展，宁波下一步将更好
地栽树筑巢、助力“金凤凰”展翅
高飞。

近年来，市地方金融监管局推
出系列举措，夯实上市梯队培育工
作，推动建立分层分级的市级拟上
市企业后备库，对质地优良、上市
准备充分的企业，考虑予以特殊政
策，鼓励其尽快上市。“凡是利于
企业高质量发展的，都考虑纳入我
市新一轮政策，而且要力度更大、
程序更简、落实更到位。”市地方
金融监管局相关负责人说。

以问题为导向，我市相关部门
向全市 A 股上市公司发出调查问
卷，对重点企业进行实地调研，全
面梳理影响宁波企业发展的堵点、
痛点、难点问题，精准落实服务、
辅导、帮扶措施；整合金融、财
政、科技、商务、国资、人才等各
方面政策资源，推动各类资源向上
市公司、拟上市企业集聚。

去年，我市建立了金融顾问制
度，从甬兴证券等主要金融中介机
构中遴选专家骨干作为金融顾问，
分地区和行业下沉一线，为地方政

府和企业提供上市挂牌、投融资、
风险防控、法律会计等咨询服务。
今年，我市研究设立专门的金融顾
问事务所，服务拟上市企业、行业
龙头企业。

据悉，我市接下来将以深入开
展“凤凰行动”宁波计划为主线，
进一步提升上市公司发展质量，高
水平推进资本市场二轮攀高。加大
对重点拟上市企业的指导力度，力
争 全 年 新 增 上 市 及 过 会 企 业 12
家，进一步巩固资本市场宁波板块
在全国的领先地位。出台“凤凰行
动”宁波计划升级版，推动上市公
司可持续发展能力和整体质量显著
提高，公司治理更加规范，研发投
入、专利数、营业收入以及利税指
标不断增长，成为区域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典范。建立健全央地协同、
省市联动工作机制，在证监会、省
政府指导下，全面推进区域性股权
市场创新试点，全力争取实质性突
破。

此外，市地方金融监管局等部
门还将扩面推广拟上市企业获得合
法合规“一件事改革”，积极探索
外商投资股权投资企业 （QFLP）、
宁波 （制造业） 上市公司指数及配
套指数基金 （ETF） 等前沿创新。

继续奔跑继续奔跑 弄潮资本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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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得益于良好的创新环

境和实力积蓄，宁波企业的上市步
伐不断加快，发展质量逐年攀高走
强。今年上半年，A 股资本市场

“宁波军团”数量突破百家，截至
目前，我市上市公司总数已刷新至
120 家，其中境内 101 家。

随着半年报全部披露完毕，宁
波 A 股上市公司成绩单也都亮相于
众，总体营收成绩喜人，主要指标
普遍向好发展，宁波板块在高质量
发展道路上越走越稳。

上半年，101 家宁波 A 股上市
公司总体实现营收 2912.96 亿元，
同比增长 35.46%；实现归母净利润
270.26 亿元，同比增长 11.64%。其
中，有 7 家公司营业收入超过 100
亿元，九成以上公司营收同比增
长。金田铜业营业收入 374.35 亿
元，位居甬股上半年营收榜首，宁
波银行以 250.19 亿元的营收排名第
二，均胜电子以 236.50 亿元的营收
紧随其后。

从盈利能力来看，归母净利润
超过 10 亿元的公司有 4 家，分别是
宁波银行、宁波港、雅戈尔和公牛
集团，其中宁波银行以 95.19 亿元
的归母净利润傲视群雄，同时也是
浙股上半年净利润之最。宁波港、
雅戈尔和公牛集团则分别实现净利
润 22.59 亿元、16.41 亿元和 14.21
亿元。

从盈利增速来看，近八成公司
实现盈利同比增长，其中净利润翻
了一番的公司占比 25.74%，与去
年同期相比增加了 12 家。上半年
盈利增速最快的三家公司为宁波海
运、杉杉股份和慈星股份。

细读财报，各行业领域都在各
自赛道上加速跑，制造业企业作为
宁波的“硬核力量”，上半年业绩
表现出强劲的动能。公牛集团、宁
波华翔、东方电缆等一众制造业领
军企业上半年归母净利润均超过 6
亿元，且同比增幅均超过 70%。

在汽车零部件这一细分行业，
宁波依旧是 A 股中流砥柱，18 家
汽车零部件企业全部实现盈利，宁
波华翔以 6.48 亿元的净利润站到了

“C 位”，拓普集团和均胜电子分别
以 4.60 亿元和 2.69 亿元净利润位居
其后。圣龙股份和继峰股份分别以
266%和 153%的盈利增速成为上半
年汽车零部件行业“加速度”最快
的两家企业。

以高研发推动高增长，正逐渐
成为甬企共识。高新技术企业持续
加大研发投入力度，据披露的财报
显示，宁波上市公司总体研发费用
达 65.58 亿 元 ， 较 去 年 同 期 上 升
27.14%，其中均胜电子上半年在研
发投入上高达10.88亿元，远超甬股
平均水平。震裕科技、波导股份等上
市公司研发费用同比增幅超过300%。

与 A 股总体表现相比，宁波板
块保持了一贯的稳健风格，也是宁
波经济发展的缩影。营收第一的金
田铜业跻身全国营收第 134 位，净
利润第一的宁波银行在全国银行股
中排名第 18 位，“宁波港”也凭借
繁荣的港口贸易首登 A 股营收 500
强。宁波汽车“天团”同样表现不
俗，有 3 家汽车零部件企业在 A 股
营收 500 强中占据席位，分别是均
胜电子 （198 位）、继峰股份 （450
位） 和宁波华翔 （462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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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上市公司加大研发投入力度。 图片提供：鄞州区委宣传部

超九成营收增长 近八成盈利增长

资本市场 半程跑动力十足
见习记者 徐卓蔚 记者 张正伟

近日，我市101家A股上市公司半年报全部披

露完毕。上半年，超九成宁波A股上市公司营业收

入同比增长，约八成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

比增长。其中，宁波银行以95.19亿元的归母净利

润稳坐“盈利王”交椅，金田铜业则以374.35亿元

的营业收入成为上半年“营收大户”。

上市公司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力军，是反映

区域经济运行的“晴雨表”。面对复杂多变的国内

外经济形势，宁波上市公司披荆斩棘、锐意创新，

一如既往地行稳致远，总体营业收入超2900亿元、

净利润超270亿元。

投入智能化升级，成为均胜新的增
长点，上半年净利润相应增长了
150%。此外，东方日升、杉杉股
份和宁波华翔在研发方面加大了投
入力度，分别产生研发费用 3.68 亿
元、3.53 亿元和 2.66 亿元。

疫情影响减弱、经济呈现恢复
性增长给汽车零部件行业带来利
好。汽车座椅零部件提供商继峰股
份因其跨境收购的德国企业格拉默
业绩表现优异而实现扭亏为盈；站
在盈利“C 位”的宁波华翔创下近
十年净利润新高，海外重组业务效
果显现，发展快速。

有效利用资本市场融资同样是
实现经营业绩突破性增长的通道之
一，不少甬股利用定向增发、发行
可转换债券、公司债等方式，实现
再融资。例如，东方电缆通过定向
增 发 募 集 资 金 7.1 亿 元 ， 自 主 研

发、设计、制造首根国产化大长度
海洋脐带缆，助推公司上半年净利
润同比增长 74.43%。

此外，受原材料硅片涨价、采
购成本提高等因素影响，光伏赛
道上的东方日升由盈转亏；宁波
东 力 则 因 计 提 担 保 损 失 出 现 亏
损；生猪养殖业龙头天邦股份因
猪肉价格持续下跌、向下游转型
出现资金链紧张等因素造成上半年
净利润亏损。

上半程成绩已公布，而下半程
的路该怎么走？詹烨认为，在政府
调控下，下半年大宗商品价格大幅
上涨的趋势或将缓解，但仍可能维
持在高位，对企业造成的影响将比
上半年减弱；另外，“碳中和”概
念将带动新能源相关企业的业绩提
升；汽车方面，“缺芯潮”的影响
或将持续到明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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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来越多的甬企立足实业，借力资本市场做大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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