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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3月6日讯 近期， 上市
公司密集发布2018年业绩预告、
快报。 三湘都市报记者统计发
现，104家湘籍上市公司已经有
88家公司相继披露了2018年业
绩预告或快报， 其中有2家公司
还正式发布了年度报告。

数据显示， 这88家企业预计
盈利的有70家，占比约八成；预计
亏损的有18家， 较上一年度亏损
企业数量多了一倍。

华菱钢铁净利预计超66亿

截至3月3日，发布2018年业
绩预告或快报的88家湖南上市公
司中， 有70家公司预计净利润为
正，占比为79.5%；预计业绩亏损
的企业有18家，占比为20.5%。

从盈利能力来看，预计2018
年净利润规模排在湘股前三位
的，分别是华菱钢铁、长沙银行、
中联重科，这3家公司的净利润预
计分别能达到约66.3亿元、44.79
亿元、19.5亿元。

作为湖南省属最大国企的华
菱钢铁， 在经历2016年的亏损
后，2017年开始上演“王者归来”
的大戏，而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华
菱钢铁预计的66.3亿元净利润，
将毫无悬念地蝉联这一殊荣。

2018年上市的长沙银行，以

约44.79亿元的净利润排名第二。
中联重科预计盈利19.5亿

-21.5亿元， 同比增长约五成，这
主要得益于国内建设的拉动，以
及工程机械设备需求的增长，公
司主营产品产销两旺、量价齐升。

5家企业预计亏损额超10亿

虽然湘股预盈公司有70家，
但预计业绩同比实现增长的湘
股仅有34家， 占比不到一半。而
在2017年，净利润同比实现增长
的湘股有62家。

2017年， 仅有9家湖南上市
公司亏损，但目前2018年预亏的
上市公司数量就已达到18家，在
数量上已翻了一番。

数据显示，预计2018年业绩
亏损程度排在湘股板块前五位
的，分别是湘电股份、千山药机、
株冶集团、拓维信息、天舟文化，
这5家企业预计的亏损额都超过
10亿元。 其中最糗的湘电股份，
2017年还盈利9000余万元，但
2018年预计亏损19.8亿元左右，
狠狠地坐了一把“过山车”的瘾。

此外，业绩“变脸”最惊人的
天润数娱，预计公司2018年实现
营收5.25亿元；净利润亏损3.67亿
元，同比下降了约69倍。

■记者 潘显璇 实习生 文丽虹

商业贷款如何转成公积
金贷款？ 从异地中心转移到
长沙中心需要具备哪些条
件？3月6日，长沙市住房公积
金管理中心发布2月网络热
点问题月报， 对相关问题进
行详细答疑。

问题一： 个人开户的条
件和具体办理流程是什么？

答： 灵活就业人员缴存
住房公积金的条件包括：年
满18周岁， 且男性未满60周
岁，女性未满55周岁，具有民
事行为能力； 在长沙市就业
且具有合法经济收入来源；
自愿遵守住房公积金管理规
定， 承诺履行住房公积金缴
存义务； 未与其他单位建立
劳动关系。

符合以上条件的个体工
商户、 自由职业者以及其他
灵活就业人员， 携带本人身
份证明， 个体工商户提供本
市《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
其他灵活就业人员提供本市
户籍证明或长沙市居住证，
缴存基数5000元以上（含）的
需提供近3个月个人所得税
纳税证明申请办理。

问题二：未绑定过手机号
或之前绑定号码已不再使用
怎么办？

答： 您可以通过以下两
种方式绑定或修改手机号：
您所在单位的公积金专管员
通过单位版网厅中的修改员

工信息功能， 添加或修改手
机号码； 本人携身份证原件
至我中心任一管理部窗口，
申请绑定或修改手机号码。

问题三： 从异地中心转
移到长沙中心需要具备哪些
条件？

答： 职工在长沙市住房
公积金中心已设立住房公积
金个人账户，并正常缴存住房
公积金6个月以上， 可申请将
在异地中心缴存的住房公积
金转移到长沙市公积金中心。

问题四： 如何把商业银
行贷款转成公积金贷款？

答： 商业银行贷款转公
积金贷款主要有两种方式，
一是所购房屋设定抵押，二
是本套房未取得产权证时，
可使用其他房产设定抵押。

如果所购房产已经预告
抵押给了商业银行且未出产
权证， 则无法使用本套房产
进行抵押， 只能使用其他房
产进行抵押。 申请公积金贷
款的房产（本套房）未出产权
证，使用他套房抵押的情况，
无需提前结清商业贷款，放
款时由该中心与商业银行直
接对接。

如果申请公积金贷款的
房产已出产权证， 使用本套
房抵押的情况， 则须办理商
业贷款提前结清， 解除抵押
后， 方可申请办理公积金贷
款。 ■记者 卜岚

2月20日，一名中年男子
来到交通银行长沙高桥支行
营业厅， 要求银行为其打印
某张银行卡的交易明细。银
行工作人员在核实客户身份
时， 发现本人样貌与证件差
距较大， 但该男子反复强调
自己就是卡主， 只是换了发
型。在密码验证环节，该男子
连续两次输错密码， 并强调
自己忘记密码， 请工作人员
帮忙重置。 银行工作人员与
客户核对相关信息， 发现男
子对账户信息一无所知，并
且使用的手机号码与银行预
留手机号不一致。 为确保客
户信息的真实性， 银行工作
人员准备进一步核实信息，
但该男子转身离开了银行。

不久，该男子又来到银行
网点，拿出一张居住证，要求
银行工作人员为其重置银行

卡密码。男子的可疑举止引起
了银行主管的警惕，悄悄拨打
该张银行卡下预留的手机号
码进行核实，对方表示自己就
是卡主本人，未授权任何人前
来办理密码重置业务，要求亲
自前来核实。 约二十分钟后，
卡主赶到网点，表示自己曾丢
失了一个装有所有银行卡、身
份证的包，并感谢交行工作人
员帮他找回了身份证件与交
行卡，高度赞扬了工作人员对
客户谨慎、负责的态度。

银行工作人员提醒市
民，如不慎丢失银行卡，应当
第一时间联系银行进行挂
失，确保资金安全。同时，为
了保障客户的账户与资金安
全， 银行工作人员会与客户
核实相关信息， 也请市民多
多配合。 ■蒋浩 潘显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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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股2018年业绩预告盘点：近八成预盈

华菱钢铁最赚钱
天润数娱“大变脸”

长沙房贷“商转公”，两种方式可办理
市住房公积金中心就热点问题答疑：异地转存、个人办理公积金都需具备这些条件

交通银行长沙高桥支行
堵截一起风险事件

3月6日起， 全市场第二大规
模的上证50ETF———工银瑞信上
证50ETF将在上交所正式挂牌上
市（交易代码为510850）。 即日
起， 场内投资者可更为方便地买
卖该基金， 同时还可与场外申赎
机制联动进行套利交易。 根据公
开数据测算 ， 工银瑞信上证
50ETF总份额为47.34亿份， 按3
月1日净值计算的总规模为132.7
亿元， 跻身场内规模前十大股票
ETF之列， 并较基金成立时增加
19亿元。 上证50指数作为典型的
蓝筹类宽基指数， 被誉为A股市
场的风向标， 其成份股为上交所
最具代表性和最具影响力的优质
“龙头”公司，市场认可度非常高。

经济信息

场内再迎百亿级重量级
选手 工银瑞信上证
50ETF上市交易

A股市场连日来的回暖带动
可转债走热，日前，诺安基金于2
月25日至3月22日，发行一只混合
型基金， 该基金是偏债型混合基
金，力求把握转债的投资机会。现
可通过工行等各大银行、 券商和
诺安基金网上直销平台销售。据
了解， 诺安鼎利混合型基金是一
只偏债混合型基金， 其股票资产
占基金总资产的比例为0-30%，
债券等固定收益类资产比例不低
于70%。与股票基金相比，既可把
握债券基金市场机遇还可降低股
票市场调整带来的风险。而且，诺
安鼎利基金可以投资可转债把握
可转债市场投资机会。

■经济信息

诺安鼎利混合基金
正在发行

新华社 图

货币信用政策利好继续
释放 东方添益债基老
当益壮业绩规模双丰收

东方添益基金去年三季度
开始， 持续获得投资者大额净申
购， 基金份额规模由三季度末的
6.51亿份， 增长至四季度末的
14.06亿份，增幅116%。

银河证券截至3月1日的统计
数据显示， 东方添益债券基金今
年以来收益率1.37%，在长期纯债
型基金中排名前 1/4， 该基金
2014年12月成立以来累计回报
率23.82%，年化收益率5.21%。

东方添益债基只投资国债、
地方政府债等评级较高债券的纯
债部分和银行存款等固定收益类
资产，专注于债市投资，具备纯正
的债性。 ■经济信息

基金资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