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 在再融资制度不
断完善等背景下， 可转债发行
量逐年创出新高， 市场规模持
续扩容。业内人士指出，市场规
模不断增加， 投资标的日益丰
富，加之此类品种“进可攻、退
可守”的鲜明特点，在当前震荡
的市场环境下可转债的配置价
值已经显现， 投资者可以通过
公募基金布局可转债投资机
会， 建议关注建信转债增强等
绩优债基。据了解，除了建信转
债增强这只纯粹的可转债基
金， 建信基金旗下另有多只积
极布局可转债的债基也都取得
了不错的业绩表现。

经济信息

图片·新闻

39家湘股预告中报业绩，七成预盈
今年上半年，尔康制药、宏达电子等7家公司净利润预计过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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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7月14日讯 2019年
已经过半，上市公司上半年的战
绩汇报也拉开帷幕。记者统计发
现，截至7月13日，104家湖南上
市公司中， 已经有39家公司对
今年上半年的经营业绩做出预
测。其中，预计实现盈利的公司
为27家，占了约七成；中联重科、
芒果超媒、爱尔眼科等7家公司
的净利润预计超过1亿元。

中联重科净利润超24亿

记者梳理发现，目前披露业
绩预告的39家湖南上市公司，有
27家预计实现盈利， 占比约七
成。其中，中联重科上半年预计
实现净利润24亿元-27亿元，同
比大幅增长171%-212%，暂居
上半年湖南上市公司赚钱榜榜
首。中联重科表示，这主要得益
于2019年上半年国内房地产和
基建工程机械行业等下游行业
需求走强，工程机械行业持续复
苏、市场需求旺盛，公司的产品
订单和销量持续保持高速增
长。芒果超媒的表现次之，预计
盈利7.3亿元-8.3亿元，比上年同
期增长27.47%�-�44.93%。爱
尔眼科位居第三，预计盈利6.6
亿元-7.1亿元， 比上年同期增
长30%-40%。此外，山河智能、
宏达电子、尔康制药、三诺生物
的净利润预计都超过1亿元。

从业绩涨幅来看，主打产品
为古汉养生精的启迪古汉预计盈
利1500万元–1580万元，较上年
同期上升334.18%�-�357.33%，
涨幅最高。 去年上半年处于亏
损状况的红宇新材预计扭亏，
净利润为550万元-715万元，
同比增长也超过300%， 位居第
二。 暂居赚钱榜榜首的中联重
科，同比大幅增长171%-212%，

居于第三位。

3家企业亏损超过1亿元

39家预告中报业绩的公司
中，预计亏损的一共有12家，占
了约三成。其中，千山药机、蓝
思科技、华天酒店这3家公司都
预计亏损超过1亿元。

亏损最严重的是已经被深
交所暂停上市的千山药机。受
债务危机拖累、 资产受限等影
响， 千山药机的生产和销售都
出现较大下滑，加上财务费用、
资产减值损失大幅度上升 ，
2019年上半年预计亏损3.1亿
元-3.15亿元，亏损情况较去年
同期增加49%-51.50%。 从业
绩情况来看， 公司想要争取恢
复股票上市并不乐观。

蓝思科技预计上半年亏损
1.24亿元-1.7亿元， 比上年同
期下降127%-137%。 蓝思科
技表示，今年上半年，国内手机
市场不论是总体出货量还是上
市新机型， 同比均有不同程度
的下降。 下游市场的疲软在一
定程度上影响了上游手机零部
件供应商的业绩表现， 公司产
能和高交付率优势在报告期内
未能得到充分发挥， 加上人力
成本、 折旧及财务费用有所增
加， 公司产品毛利率同比有所
下降，短期内出现了利润亏损。
下半年， 公司主要国内外客户
的新产品将陆续发布， 公司的
产能将得到较好满足， 公司将
争取实现较好的业绩。

华天酒店预计上半年亏损
1.2亿元–1.4亿元，亏损情况较
去年同期有所减小， 主要是公
司通过加强内控、优化管理、激
活效能，成本费用有所下降。

■记者 潘显璇

本报7月14日讯 2019年上
半年，长沙土拍大幕落下。与2018
年下半年的不温不火相比， 今年
上半年长沙土地市场可用“热潮
翻滚” 来形容， 在多次土地竞拍
中， 出现十几家房企竞买一宗土
地的“盛况”。据0731地产研究院
数据显示， 今年上半年长沙土地
市场一级市场共挂牌成交229宗
土地，揽金222亿，总占地面积为
1118.77万平方米 ， 同比增长
110%。

成交量的走高，与密集的“开
仓放粮”密不可分。数据显示，今
年上半年的供应量已经达到
2018年全年的3/4。 从供应结构
上看，工业用地供应量最大，建筑
面积占总量的39%； 其次是商住
用地， 占比30%。 第三是住宅用

地，占比21%。
与往年底价成交相比， 今年

逢“双限” 便熔断的现象有所回
归。其中，内六区有8宗地块参与
了现场摇号，每次还不乏万科、保
利、建发、碧桂园、合能、金地、世
茂、正荣等品牌房企参与。

作为竞拍企业最多的“双限
地”，4月8日，[2019]长沙市007号
地块“摇号定主”。该地位于芙蓉区
滨河路， 起始楼面价5798元/平方
米，土地最高售价为5.91亿元，住宅
（毛坯） 最高售价为11800元/平方
米。31个房企报名， 地块提前一天
便已熔断。 最终通过摇号被长沙
骏驰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竞得，该
企业为时代中国旗下子公司。

上半年“限价地”的增多，也提
升了整个土地市场的活跃度。据

0731地产研究院数据显示， 今年
上半年， 长沙内六区以及长沙县
土地成交楼面价为4194元/㎡，环
比涨幅12.8%。住宅用地楼面均价
溢价多为10%以下，30%-50%的
仅有3宗土地。

一位资深房地产负责人透露，
整体而言，长沙房企的土地库存已
被大量消耗， 拿地意愿较为强烈。
在多次土地竞拍中，出现十几家房
企竞买一宗土地的“盛况”。

“对于长沙土地市场来说，土
地出让一般是集中于下半年，并且
目前长沙土地市场成交率较高，很
少出现土地流拍的状况。” 业内人
士称，下半年的土地市场出让将延
续上行态势，2019年土地市场整体
好于2018年将在“意料之中”。
■记者 卜岚 实习生 陈海明 杨柳

专门针对幼儿的农家乐、
新型儿童图书馆、少儿编程班、
定制化游学服务……随着全面
二孩政策的实施、 全社会亲子
观念的更新， 如今越来越多的
家长开始追求更加多元、 科学
的“遛娃”方式，“亲子服务”也
随之成为一股消费新潮流。

近日， 由美团点评主办的
2019“亲子奇妙日”活动在上海
世博展览馆拉开帷幕， 展馆的
主要项目包括亲子游乐、 幼儿
及少儿教育、亲子摄影、亲子餐
厅、儿童玩具等，吸引众多家庭
参与。组织方表示，展会吸引人
次预计达10万。

心理学者张怡筠博士在活
动现场指出， 一些父母在陪伴
孩子时没有用心， 比如边陪伴
边玩手机。“这并不能让孩子真
正感受到爱，久而久之，孩子反
而成了新的‘孤独群体’”。

丢掉手机、多些陪伴，不少
家长开始转变育儿观念。 亲子
活动的体验化也催生了更多新
兴业态，让“遛娃”活动变得更
加丰富多彩。

除了传统的儿童服装品牌、
文具品牌、少儿培训等，近年来
各类针对少儿的餐厅、影院也越
来越多。与此同时，不少商场也
开始加速布局亲子项目业态。据
赢商大数据的报告，近年来儿童
亲子业态已经成为继零售、餐饮
两大业态之后，购物中心吸客力
最强的第三大业态。

在美团点评亲子业务负责
人张涛看来， 亲子服务是特定
人群在“吃喝玩乐游娱购学”等
多方面的需求聚合场景。 随着
经济发展， 中国亲子服务的各
种需求会越来越细分化， 帮助
孩子更加健康地成长。

■据新华社

丢掉手机“遛娃”
亲子服务催生消费新热点

今年上半年长沙出让229宗地，揽金222亿
土地成交楼面均价4194元/m2，环比涨12.8%

7月14日， 长沙黄花
国际机场出发大厅， 旅客
在办理无纸化乘机。 暑运
期间，该机场投入84台自
助值机设备、6台自助值机
行李托运一体机、12台自
助登机设备， 为旅客提供
快捷自助服务， 提高值机
效率，减少值机等待时间。

记者 徐行
通讯员 邓竹君 摄影报道

“自助”乘机
助力暑运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在35个
城市（区）开展的建筑垃圾治理
试点总体推进顺利。下一步将进
一步总结试点工作中好的做法
和经验，向全国推广。

这是记者从此间在北京举
行的2019建筑垃圾与城市发展
大会上了解到的信息。 据住房
和城乡建设部城市建设司有关
负责人介绍，一年多来，各试点
城市共颁布实施相关政策文件
68部。大部分建筑垃圾治理试点
城市依托原有数字城管、智慧城
市等系统接入建筑垃圾相关数
据，深圳等城市还建立了建筑垃
圾大数据全过程监管平台。

该负责人说，北京、邯郸、苏
州、扬州、杭州、蚌埠、福州、济
南、青岛、临沂、泰安、许昌、广

州、深圳、重庆、成都、西安等城
市不断完善建筑垃圾管理体制
机制，加强部门联动、协作推进，
提高全过程监管水平。

随着城镇化快速发展， 建筑
垃圾大量产生。 据北京建筑大学
副校长张大玉介绍， 全国建筑垃
圾年产生量约35亿吨。 部分城市
存在缺乏消纳处置设施、 综合利
用不足、 全过程管理系统不健全
等问题。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于2018
年3月起在北京、上海、西安等
35个城市（区）开展建筑垃圾治
理试点， 以全面提升建筑垃圾
全过程管理水平。 建筑垃圾治
理试点工作截止时间为2019年
12月底。

■据新华社

35城建筑垃圾治理试点总体推进顺利 建信基金多只绩优债
基值得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