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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声明

遗失声明
长沙市思康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不慎将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局
芙蓉分局 2015 年 11 月 26 日
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遗失，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102M
A4L1WXW8Q，声明作废。

认尸启事
某男，(自述李双林)约 50 岁左
右， 操外地口音， 该人于
2013 年 9 月 9 日经芙蓉区
平价医院全力抢救无效死
亡， 现遗体存放于明阳山殡
仪馆，至今无人认领。
某男，(自述罗栋湾)约 50 岁左
右， 操外地口音。 该人于
2013 年 3 月 16 日经芙蓉区
平价医院全力抢救无效死
亡， 现遗体存放于明阳山殡
仪馆，至今无人认领。
某男，(自述林家星) 约 30 岁左
右，操外地口音。该人于 2015年
3 月 1 日经芙蓉区平价医院全
力抢救无效死亡，现遗体存放于
明阳山殡仪馆，至今无人认领。
某男，(自述方小民) 约 45 岁左
右，操外地口音。该人于 2014年
1 月 29 日经芙蓉区平价医院全
力抢救无效死亡，现遗体存放于
明阳山殡仪馆，至今无人认领。
以上 4 人均无任何身份信息，无
法确认其详细地址， 特登报认
尸，若无人认领，七日后火化。

长沙市芙蓉区救助管理站
2016年 8月 30日

◆德州学院美术学专业 2015年毕
业生侯娟娟遗失报到证，证号 1
10448201500829，声明作废。

◆湖南文理学院刘冬贞遗失报到
证 201510549201250，声明作废。

◆刘擎宇遗失出生医学证明,编
号:P430576036,声明作废。

◆潘爱和遗失 C1驾驶证，证号 4306
26197409178495，声明作废。

◆杨慧遗失身份证，号码 4331
22199409174549，声明作废。

◆周满香遗失身份证，号码 4305
2119860519262X，声明作废。

◆张志君，身份证号：43122219
9012113522遗失会计从业资格
证，声明作废。

◆湖南工业大学科技学院周美姣
遗失报到证 ,证号 20141260420
0167，声明作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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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谷文遗失（低压）电工证：
T430224199110242733，声明作废

◆怀化学院李丹遗失报到证，编
号 201410548201643，声明作废。

◆谢华先遗失二代身份证,证号
430281197411297218，声明作废。

◆戴开华遗失安乡县深柳镇金坪
泉小区国土证，证号（2005）
52，地号 01-47-79-7，声明作废。

◆邓杏辉遗失身份证，身份证号
码 43250319720814686X，声明作废

◆欧新强遗失第二代身份证，号
码 432301197308275112，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乾天现代农业高新技术有
限公司遗失长沙市工商行政管
理局望城分局 2015年 3月 16 日
核发的营业执照副本，注册号
为 430122000044861，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海驿置业有限公司不慎遗
失公章及合同专用章，声明作废。

◆陈亚波遗失车辆合格证 10张，
编号：WEA141506272193,W
EA151603281492,WEA1016
04284071,WEA1X15062722
43,WEA151602217709,WE
A121604237015,WEA14151
2212011,WEA10160221800
2,WEA171606255661,WEA
181604236945，声明作废。

◆王冬遗失 2010年毕业于邵阳医
学高等专科学院临床医学(妇
幼卫生方向 )报到证，编号 :
201013803300464，声明作废。

◆张玉婷遗失中南大学化学工程
与技术专业 2016届毕业生报到
证白联，证号 0161053301785，
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邵商文化活动中心有限公
司不慎将长沙市工商行政管理
局芙蓉分局 2015年 1 月 19 日核
发的营业执照正本遗失，注册
号：430102000252501，声明作废。

◆本人谭自明遗失富基世纪公园
49 栋 133 号门面押金条，金额
8592元，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市海弘食品贸易有限公司
遗失增值税普通发票(发票代
码 4300163320 发票号码 016108
18)1份，现声明作废。

◆杨竹君遗失长沙民政学院毕业
证：108271200806001807，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长沙铭圣网络科技有限公司遗
失公司公章一枚，特此声明作废。

遗失声明
湖南诚泽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遗
失长沙市工商局芙蓉分局于 20
16 年 5 月 19 日核发的营业执
照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
430102MA4L1QCW8B，声明作废。

注销公告
湖南尚娱垂钓发展有限公司经
股东会决议决定注销，请各债
权人自本公告见报之日起 45 日
内向本公司清算组申报债权。
联系人：费宏图，13017388881

遗失声明
长沙市岳麓区好厨易餐厅遗失
国家税务局通用机打发票联贰
份，发票代码 430122198206
202899.号码 01859892,1859
894，01859939,01859940，声明作废

◆本人陈喆，身份证号码 362423
19881020204X 于 2015 年 3 月
22 日在江西省赣州市遗失湖南
省长沙市湖南警察学院报到证，
现声明作废。

近六成公司业绩见喜

据记者统计，截至8月29日晚
记者发稿前，85只湘股中已有79
家公司公布了2016年上半年业
绩。在这79家公司中，实现归属母
公司股东净利润增长的有45家，
占比56.96%； 而下降的有34家，
占比43%。

这个比例与A股整体水平相
一致。有统计数据显示，在上周A
股共1648家上市公司发布半年
报，其中净利润增长的占比63%。

值得一提的是， 如果加上已
经预告但尚未出中报的湘潭电
化，湘股中净利增长超过100%的
公司共有15家，包括湖南投资、天
润数娱、山河智能、*ST金瑞、天桥
起重、湘电股份等；而净利下降超
过100%的有5家公司， 分别是华
升股份、嘉凯城、正虹科技、华银
电力和科力远。

工程机械行业持续下滑

从行业来看， 大部分行业净
利润都出现了不同幅度的增长，
比如“回暖”了的猪周期行业、价
格持续高走的贵金属行业。

代表个股如新五丰，2016年
上半年， 生猪市场价格持续保持
高位， 而饲料主要原料价格出现
下跌，公司面临较好的发展机遇。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超8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7.87%；归
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1.43
亿元； 湖南黄金上半年收利
4813.5万元，同比增长193%。

也有行业出现了大幅度的
下降， 最典型的就是工程机械
行业， 拟定8月30日披露中报
的中联重科，预计净利润亏损
8亿-8.7亿元；三一重工在报告
期内实现营业收入112.2亿元，
同比下降18.5%；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1.38亿元，同比
下降48.6%。

如果要说今年上半年以
来A股最为火热、 且持续性
最强的题材， 则莫过于高送
转题材。

虽然年初至今沪指累计上
涨13%， 但根据同花顺数据显
示，高送转概念指数从今年3月
中旬开始， 至目前累计涨幅已
超过400%，而在湖南上市公司
中， 甚至涌现了天润数娱这样

的高送转龙头股。
该公司在今年7月7日发布

半年分红预案， 每10股转增30
股，随后股价一路飙升，不断刷
新了上市以来的历史新高，从6
月开始启动至目前， 累计涨幅
已经超过130%。

除了天润数娱，今年3月31
日上市的景嘉微也在近期发布
了半年度分红预案， 为10转10

股派1.80元（含税）。2016年中
报净利润为5358.32万元，同比
去年增长29.48%。

该股在上市后走出了19个
“一”字涨停，从上市至6月30日
区间累计涨幅高达668%，成为
今年上半年湘股最牛股票，同
时， 在整个沪深A股区间涨幅
排行榜中，排在第三位，仅次于
维宏股份和蓝海华腾。

今年以来，A股基本维持
在3000点左右震荡徘徊， 且涨
幅非常有限。

尽管沪深两市中不乏表现
强势的个股， 但受制于大势震
荡， 上半年个股普遍表现较为
低迷。 湖南上市公司也未能幸
免， 部分个股业绩表现与股价
走势甚至是相悖而行。

以业绩向上增长的44家公
司为例， 这其中仅有15家上市
公司股价在上半年区间涨幅为
正数， 尤其是业绩大增的湖南
投资， 其股价在上半年累计下
跌了35%， 而在上述15家公司
中， 跌幅最大的是*ST生物，半
年跌幅超过50%。

当然，在85家公司中，也不
乏业绩表现与股价走势同时表
现抢眼的， 湖南黄金便是其中
一例。

湖南黄金受到国际黄金价
格的回升， 净利润在上半年实
现了大幅增长， 同时股价也实
现大涨。据该股中报显示，今年
上半年归属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大幅增长193%，而其股价则半
年累计大涨46%。

此外， 金贵银业虽然上半
年净利润增长幅度仅为10%，
但其股价却超过了湖南黄金，
累计涨幅接近60%。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新
上市的湘股中，有3家公司业
绩出现下滑，但依然难阻市场
资金对其追捧。这3家公司分
别是百利科技、华自科技以及
三德科技，而他们从上市至目
前的累计涨幅均接近或超过
300%。

在净利润增长的诸多公司
中，大放异彩的莫过于湖南投资。

其中报显示， 上半年净利
润为 4690.77万元 ， 同比增
973.91%； 营业收入为8848.47
万元，同比增4.86%。

出现营收不增净利大增的
情况， 原因在于所得净利润是
非经常性损益。公司方面表示，
期内业绩增长的主要原因是，

公司已收回长沙市金霞经济开
发区1094亩土地项目资金1.2
亿元。

净利增长幅度排第二的是
增长幅度超过700%的天润数
娱，原因是公司收购点点乐并表。

相对湖南投资和天润数娱
业绩的高增长， 华升股份的业
绩可以说是断崖雪崩式下滑。

公司上半年实现归属于母

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为亏损
3079.7万元，同比下降1852.6%

在公告中，公司提到“全球
市场需求低迷， 传统产业竞争
优势进一步弱化， 国内经济下
行压力持续加大， 麻纺行业的
淡季提前到来， 苎麻原料资源
接近枯竭等”，具体来看，收入
下降系产品订单减少，材料、人
工成本等上升所致。

六成湘股上半年业绩增长
湖南投资成业绩增长王 5家公司遭断崖式下滑

①

8月30日，2016年A股半年报披露接近尾声，85只湘股今年上半年的“成绩单”也基本交于投资
者面前。纵观2016年湘股半年报，变的是数据，不变的是一如既往的有人欢喜有人愁。在净利润的涨幅
榜上，有闯入黑马者，比如湖南投资；也有掉落深渊者，比如华升股份。整体来看，个股存在差异，行业
分化明显。

■记者 黄利飞 黄文成

湖南投资成增长王 华升股份下降1852.6%

高送转再演疯狂石头 两湘股慷慨分红遭爆炒

业绩

分红

股价
多数公司增利不“涨价”
湖南黄金“双丰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