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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去年底开始，A股市场
IPO持续提速，迅速带动了一级
市场对Pre-IPO项目的热情。4
月份以来新股发行常态化及发
行 审 核 节 奏 加 快 ， 更 令
Pre-IPO项目的温度不断攀
升， 成为今年一级市场中最火
的投资主题。

然而，在提速的同时，新上
市企业的质量也出现了一些新
的变化。今年以来，截至5月11
日，A股共有190家公司成功上
市，最多的一个月是1月，达到
54家。在这些公司中，一季报出
现净利润下滑或者亏损的公司
竟然多达30家，占比达到15%。

具体来看，在30家下滑或者

亏损的公司中，天铁股份下滑幅
度最大，且亏损额度达到410多万
元； 亏损最为严重的公司是思特
奇，其亏损额度高达5700多万元，
但相比去年来说却有所增长。

此外，在湘股中，也有两只
新股的业绩在一季度下滑或者
亏损。 其中下滑了的是高斯贝
尔，幅度为84.24%，不过公司净
利润仍然为正的。 至于华凯创
意则是一季报业绩出现小额亏
损，对此，公司负责人在年度股
东大会上向记者表示， 公司在
一季度小额亏损， 主要原因是
非经常性损益所致， 而且公司
在一季度是业务淡季， 但是对
于全年业绩影响并不大。

本报5月11日讯 今日，鑫
苑中国20周年品牌发布会暨木
莲世家产品说明会在长沙上
演，众多业内人士、主流媒体以
及意向客户齐聚一堂， 共同见
证了这一历史时刻。

“2014年，鑫苑中国第一次
进入长沙， 入主梅溪湖国际新
城， 为长沙增添了一抹亮色；
2016年，鑫苑·木莲世家落子武
广新城核心区， 立志筑造长沙
首席花园洋房住区；2017年，浏
阳河畔，鑫苑再下一城，未来将
继续引领星城高品质生活。”鑫

苑中国长沙公司总经理陈勇表
示，此次“木莲世家”重磅亮相，
或将弥补长沙中心城区低密度
花园洋房的空白。

据悉，鑫苑中国以20年潜
心历练， 于全球19城布局50
余精品项目，并连续十二年入
选“中国房地产百强企业”。
作为中国率先登陆美国纽交
所的房企，开创了国企在美国
购地并独立开发的先河，产品
遍布纽约、加利福尼亚等国际
都会。

■记者 卜岚

春末夏初，福彩活动多多，
“双色球超级奖上奖”和“购‘福
票’ 送好礼” 两大活动陪您嗨
翻五月。5月9日晚，福彩双色球
第2017053期开奖， 当期开出
红球：04、09、11、15、29、31，开
出蓝球：06。 全国共中出6注一
等奖， 单注奖金753万余元，来
自 我 省 株 洲 市 荷 塘 区 第
43039041号投注站的彩民喜
中其中1注一等奖。

此外， 当期全国还中出二
等奖77注，单注奖金24万余元，
我省彩民运气不俗，揽获其中2
注，中奖福地为：郴州市嘉禾县
建设路第43058612号福彩投
注站、 长沙市雨花区迎新路第
43014396号福彩投注站。当期
开奖后， 双色球奖池金额为
7.16亿元， 彩民朋友们有机会
单注即中千万元大奖。

■左伊

5月18日，泰康人寿将推出
“泰康汇赢年金保险计划”，通
过财富管理计划， 为家庭提供
中长期资产的合理匹配， 为中
产家庭二胎抚养、 孩子教育以
及养老等资金问题提供解决方
案， 帮助整个家庭完成财富人
生规划。

该计划每年给付生存保险
金直到105岁，首年及交费期间
内给付两类特别保险金，60、
70、80岁给付3次祝寿保险金，

同时提供身故保险金及投保人
豁免保障。生存保险金、特别保
险金、 祝寿保险金及年度分红
自动进入万能账户月复利增
值，实现资金安全性、流动性、
收益性的完美结合。

该计划有三大核心功能：
一是复利增值功能， 让财富保
值增值；二是按约领取功能，可
用于教育、养老等人生规划；三
是保障功能，既保障财富安全，
又保障人身风险。 ■王志平

经历了前一交易日的
调整之后，5月 11日沪深股
指在石油燃气、建筑工程等
权重板块的拉动下双双收
红， 不过涨幅较为有限。两
市成交稳步放大至近 4300
亿元。

承接前一交易日下跌惯
性， 上证综指当日以3036.79
点低开， 午市开盘后更一路
下探3016.53点的本轮调整新
低。此后沪指开始震荡回升，
并成功转为红盘，3061.50点
的收盘点位较前一交易日涨
8.72点，涨幅为0.29%。

深证成指收报 9776.45
点，涨19.64点，涨幅为0.20%。

创业板指数涨势相对较
弱，1772.41点的收盘点位仅
较前一交易日微涨0.06%。中
小板指数收报6407.04点，涨
幅为0.12%。

尽管股指收红， 沪深两
市仍双双呈现跌多涨少的格
局， 上涨品种总数约为1200
只。不计算ST股和未股改股，
两市近40只个股涨停。 沪深
两市迎来3只新股，首日涨幅
均为约44%。

行业板块表现不佳，大
部分收跌。 综合类、 化肥农
药、农业等板块走势较弱，录
得逾1%的跌幅。石油燃气、建
筑工程、 银行三大权重板块
涨幅领先， 成为拉动指数翻
红的主要因素。

在前一交易日基础上，
沪深两市成交继续稳步放
大， 分别为1976亿元和2294
亿元，总量增至4270亿元。

■据新华社

业绩“变脸”，次新股大面积“中枪”
多达30只次新股一季报业绩下滑，集中在传统行业 提示：避开纯概念炒作的次新股

按照A股传统， 绝大多数上市公司年报季报同步公布。记
者在统计季报数据后发现， 在今年新上市的190家次新股中，
竟然多达30只次新股一季报业绩出现下滑的情况，更有甚者一
季报出现大幅度亏损的情况，那么这些公司真的“坏了”？

■记者 黄文成

数据 30家公司上市首季即告变脸

自去年11月底以来， 随着
IPO的提速，次新股炒作热情也
逐渐开始降温， 大多数新股上
市后经历一段时间连续“一字”
涨停之后， 便普遍有了较大幅
度的下调。

对于这样的现象， 除了部
分公司业绩下滑直接影响到股
价以外，多数公司还是因为IPO
提速， 打新资金快速转移到新
上市公司中去了。

不过， 次新股上市后经历
一段时间爆炒， 便开始回归正
常估值，这不管是对于投资者，
还是整个市场来说， 都不一定
是坏事。首先，次新股不再是稀
缺资源，真金不怕火炼，最终优
秀的上市公司的股价必然会从

中脱颖而出；另一方面，一些纯
概念炒作， 又无业绩支撑的公
司，股价快速回落，直至接近其
真实估值水平， 也是市场回归
价值投资的一种表现。

当上市的新股回归正常估
值水准后， 投资者也就有了入
场的机会。 尤其是那些受到季
节性因素影响而导致业绩下滑
的公司，接下来的半年报、年报
必然会回归其正常的盈利水
准， 而其股价必然也将随之有
所回升。

对于这类公司， 投资者尤
其可以重点保持关注。原因主要
有二， 其一是估值水平较低，股
价相对处于地位，其二公司业绩
未来有保障，何愁股价不涨。

从上述190只次新股的一
季报业绩来看， 整体还是相对
较好的， 至于出现下滑和亏损
的公司， 主要原因还是在于一
季度是大部分公司业务的淡
季， 加上上市后财务成本的提
高， 导致业绩下滑也属于正常
情况。

对于公司一季报业绩下滑
严重的情况，天铁股份称，公司
主要产品均需要进行安装，实现
销售与工程施工进度密切相关。
一季度部分工程也受气候、土建
工程进度等因素的影响导致施
工进展延缓， 收入确认延缓；产
品收入结构变化所致，低毛利率
的产品销售收入占比增加。

思特奇对于公司大幅度亏
损的情况解释称， 公司一般是
在第四季度尤其是年末才是签
署合同、 出具验收报告和支付
的高峰期， 因此公司收入相对
会集中在第四季度体现； 而由
于软件行业成本主要为人力成
本和差旅费用等， 发生较为均
衡，为刚性支出。所以，上述原

因导致第一季度业绩亏损。
与思特奇处境相似， 一季

度也亏损4657.14万元的尚品
宅配，在其公布季报后，也遭到
投资者追问， 公司也在互动易
上回复亏损原因，“一季度业绩
符合公司预期， 相比去年同期
减亏23.04%。 公司所处的家具
行业具有一定的季节性， 主要
与国内居民的房屋装饰装修的
季 节 性 密 切 相 关 。 从
2014~2016年的数据来看，公
司年度营业收入结构存在上半
年较低、下半年较高的特点，且
一季度适逢春节假期，销售收入
也比二季度较低。公司销售模式
是以直营+加盟并重的模式，直
营模式下的销售管理等各项费
用由公司承担，因此造成公司一
季度亏损，此为重直营模式下的
家具企业普遍现象。”

从分布的行业来看， 这些
下滑或者亏损的公司多数为传
统行业，比如化工、建筑材料、
农业等受到季节因素影响较大
的行业。

回应 业绩下滑主要与淡季有关

观察 回归正常估值时，散户才有机会

行情连线

股指温和收红
市场跌多涨少

5月11日，沪深股指收红，两市成交稳步放大。（资料图片）

泰康汇赢年金上市
实现家庭财富规划目标

送福送好运，双色球大奖花落湖南彩市

鑫苑低密度花园洋房挺进长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