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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亏29亿，
华菱钢铁成“熊大”

2014年还盈利7400余
万元的老牌国企华菱钢铁，
2015年的亏损却超过了29
亿元，成为湘股“亏损王”，
紧随其后的则是亏损23亿
元的嘉凯城、 亏损6亿元的
株冶集团。

华菱钢铁表示， 钢材价
格的持续下跌是公司生产经
营效益下降的直接原因，一
方面是由于钢材销量同比减
少了46万吨， 另一方面钢材
销售基价同比大幅下降。

实际上，去年钢铁行业
的日子是最不好过的，武钢
上市17年来首次出现亏损，
金额达到74.15亿元，成为两
市“亏损王”，名列亏损榜二
三名的是酒钢宏兴、重庆钢
铁，均是钢铁企业。

嘉凯城净利
下滑超6000%

嘉凯城去年亏损了23
亿元， 仅次于华菱钢铁，但
净利润同比下滑的幅度惊
人，达到了6252.24%，成为
两市里业绩降幅最大的上
市房企。

惨淡的经营业绩让嘉
凯城走上了出售股权的道
路。今年4月24日，恒大地产
集团正式公告宣布，确定收
购嘉凯城集团合共约9.52亿
股股份，占嘉凯城集团已发
行股本总额约52.78%，总代
价约为人民币36.09亿元。不
过，业内普遍认为，恒大地
产的进入对于嘉凯城或是
一件好事，有助于其扭亏。

湖南天雁19年未分红

自2011年10月前证监
会主席郭树清要求上市公
司明确分红政策以来，尽管
业界对此争议颇多，但还是
有许多公司乐意与投资者
“有福同享”。

不过， 也有很多公司却
是“绝口不提”分红。经统计，
2015年共有32家公司没有
分红方案， 其中包括万福生
科、博云新材等。不难发现，
这些没有分红方案的公司大
多有一个共同特点， 即主业
亏损， 或者主业曾经巨亏一
直到现在还没“缓过神”来。

公开的资料显示，在湘
股里，湖南天雁已经有19年
未分红，堪称是名副其实的
“铁公鸡”，最近的一次分红
方案得追溯到1996年。而湖
南发展、南华生物、湖南海
利等都已经连续十年没有
分红。

最赚钱：方正证券
三年不开张，开张吃三年

对于“靠天吃饭”的证券
行业来说，2015年绝对是大
丰收。

4月28日晚间，方正证券
发布2015年年报，2015年公
司实现营收109.15亿元，净利
润40.64亿元， 分别同比增长
122.77%、126.28%，创下有史
以来的最好业绩。

数据显示， 方正证券
2012年至2014年的净利润
分别为5.62亿元、11亿元和
18亿元。

一年狂揽40亿元， 超过
前三年的利润总和， 占了整
个2015年湘股净利润的近半
壁江山， 这也印证了证券业
“三年不开张、 开张吃三年”
的传说。

此外，“股市天气” 不好，
券商同样会受影响，数据显示，
一季度方正证券净利润同比
下滑12.64%。

增长最猛：天桥起重
净利增长496.49%

在宏观经济颓靡、 传统
产业承受压力的大背景之
下， 要保持业绩的高速增长
着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
是经营起重机设备的天桥起
重， 却通过并购重组玩出了
一番新天地。

财报显示，2015年公司实
现营业收入9.17亿元， 同比增
长82.62%； 净利润8172.38万
元，同比增长496.49%，就像杀
出来的一匹黑马， 意外成为
2015年湘股的净利“增长王”。

天桥起重方面表示 ，
2015年公司实现了新华机电
的并购，释放了价值。不过，
剔除收购资产因素， 公司净
利润同比依然增长168%。

数据显示， 华银电力、拓
维信息、时代新材和酒鬼酒分
别 以 331.54% 、272.03% 和
256.917%以及190.81%的涨
幅位列湘股净利增长前五位。

最土豪：蓝思科技
10送2股转18股派10元

在80多家湖南上市公司
里， 有一半多的公司或多或少
地“抛”出了分红方案，其中蓝
思科技“最大方”，抛出10送2股
转18股派10元的分红方案，估
计股东们都笑得合不拢嘴了。

除了土豪分红，蓝思科技
还是去年湘股盈利“探花”。
2015年，蓝思科技实现净利润
15.43亿元，同比增长31.09%。

背靠着苹果这样的“高富
帅”，蓝思科技的业绩逐年递增，
2012年至2014年，蓝思科技净
利润分别为19.96亿元、24.4亿
元和11.76亿元。 但背后隐藏的
风险不可小觑。 业内人士认为
过多依赖苹果等公司， 对于蓝
思科技来说并不是一件好事。

4月28日晚间， 蓝思科技
公布一季度报告显示，2016年
一季度公司净利润同比下降
59.32%，究其主要原因，是苹
果电子产品销售增长放缓。

盈利能手

亏损“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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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家湘股2015年盈利91亿元 有的净利涨5倍“飞上天”，有的下滑6000%“坠深渊”

湘股成绩单放榜，你买对股票了吗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
带”，说起这句老话，你或许
会奇怪， 这跟上市公司扯得
上关系吗？先别“捉急”！

2015年是中国经济面临
转折的一年，这一年里中国经
济经历了很多考验。在全球经
济形势不好、国内经济增速放
缓的双重打压下，A股上市公
司自然也“难逃一劫”。

基于这样的背景下，上
市公司能否实现业绩增长，
最关键还是在于其主业这一
“火车头”马力是否足够抵御
国内外经济的强大阻力。

以方正证券、中南传媒、
蓝思科技、 尔康制药等为代

表的盈利“标兵”，他们所处
的主业并未受到经济放缓的
影响， 其业绩增长动能也是
异常强大；而*ST金瑞、嘉凯
城和华菱钢铁等在2015年，
由于无法抵抗经济大环境的
下滑而最终业绩大亏。

那么， 湘股这一年的业
绩， 对于我们普通投资者又
有哪些启示？实际上，要选好
行业，要选好股，而要做到这
些最关键一点，即选好“火车
头”。

以爱尔眼科为例，近10年
以来，公司业绩从未出现过下
滑，而是保持持续增长态势。为
何能保持持续增长？从我们普

通老百姓角度来看， 眼科是一
个具有很强的持续消费需求的
行业， 我们不会受经济影响而
不去看眼科， 所以爱尔眼科的
主业“火车头”能够带动公司业
绩持续增长。 在业绩增长推动
下，公司股价也是持续增值，近
三年来股价翻了3倍（前复权）。

据统计，在湘股中，近5年
内保持净利润持续增长的公司
一共有5家， 分别是隆平高科、
尔康制药、 爱尔眼科、 中南传
媒、艾华集团。其中隆平高科近
10年间， 股价翻了30倍（前复
权），而它的“火车头”是杂交水
稻这一具有核心技术的产品。

■记者 黄文成

■记者 蔡平 潘显璇 黄文成
实习生 赵琦

五月第一周，上市公司交卷的
钟声响起。伴随着电视剧《欢乐颂》
的热播，在湘股这一个大盘里，以方
正证券、中南传媒、蓝思科技、尔康
制药等为代表的盈利“五美”也奏响
了湘股年报的“欢乐颂”。

有欢乐， 也少不了泪水。*ST金
瑞、 嘉凯城和华菱钢铁等在2015年
大亏，成为湘股里的“白渣男”。

83家湘股盈利91亿

2015年是A股市场的分水岭，
上市公司过去一年的业绩同样“千
姿百态”。68家湘股实现盈利，15家
湘股亏损。

同花顺数据显示， 盈亏相抵
后，83家湘股去年净赚超过91亿
元。赚钱能力“前三甲”与2014年没
有变化，依然是方正证券、中南传
媒和蓝思科技。

“靠天吃饭” 的证券行业在去
年过了一个超级肥年，凭借2015年
上半年的杠杆牛市，湖南本土券商
方正证券可谓“一飞冲天”，40.64
亿元的净利润占比去年湘股总利
润超过4成。

不过，83家湘股中，15家净利
润出现亏损， 其中华菱钢铁亏损
29.6亿元成“熊大”；37家公司净利
润较2014年下滑， 下滑幅度从
2.24%-6252.24%不等， 而嘉凯城
净利润下滑6252.24%， 遭遇史上
最大“滑铁卢”。

6家药企进入百亿俱乐部

值得关注的是， 在众多湘股
中，医药湘企无疑是“高成长”的中
流砥柱。湘股中共计有14家从事医
药、医疗相关的上市公司，六成业
绩同比增长。

5月4日数据显示，共有25家湘
股进入“百亿俱乐部”，其中就包括
6家药企：尔康制药（316亿）、爱尔
眼科（315亿）、九芝堂（194亿）、老
百姓（136亿）、千山药机（118亿）、
益丰药房（105亿）。

而从“话语权”最大的基金持
仓比例来看，白马湘股和有重组动
作或预期的湘股成为机构最爱布
局的两条主线。例如以医药为代表
的白马股尔康制药，机构持仓一直
较重，益丰药房、楚天科技、老百姓
等同样入列，医药湘股俨然成了机
构持仓的重中之重。

选股先看“火车头”麓山侃财

湘股年报成绩单出炉，在选择股票时，不妨参考一下公司的业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