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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家河南上市公司，71家盈利，盈利企业占比93.4%

豫股年报交出亮眼成绩单

□本报记者 古筝

核心提示 | 五一小长假前的最后一个工作日，莲花健康以及辅仁药业两家河南上市公司几乎是“压哨”披露了年报。至此，河南A股76
家上市公司2016年的“成绩单”全部出炉。

从年报来看，双汇发展、宇通客车盈利同破40亿大关，安阳钢铁、平煤股份等上一年的亏损大户也一起扭亏。
无论是放在当前的经济大环境下来审视，抑或是用往年的数据来同比考量，2016年上市豫企可谓集体交出了一份颇为亮眼的成绩单。

豫企总利润同比增长150% 双汇蝉联“双料冠军”

上市公司的年报就是宏观经济的影
子，这话似乎一点都不假。

截至4月末，A股所有的上市公司全
部完成了年报披露。Choice数据显示，
2016年全体A股公司合计实现营业收入
32.51万亿元，同比增长10.21%，合计归
属母公司股东净利润2.75万亿元，同比增
长11.22%。与前年比，去年全体A股上
市公司的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增速均大幅
明显回升，数据显示，2015年全体A股上
市公司合计营业收入仅增长1.13%，合计
净利润仅微增0.81%。

对此，有分析人士认为，随着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不断推进，房地产和基建发力
拉动经济回升，下半年来外贸形势逐季好
转，全年消费保持平稳增长态势，我国经
济有了一些积极转变。并且，行业结构调
整正在加速，一些新兴产业、专注于主业
的上市公司开始显现发展优势。

相比于全国数值，豫股板块的增长幅
度更为惊人。

据记者统计，2016年，A股76家河南
上市企业营业收入总和为3662.5亿元，归
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总额为 221 亿

元。而根据2015年的数据显示，当时河
南73家A股上市公司营业收入总额达到
3129.09亿元，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总额为88.13亿元。

比较来看，豫股的总营收同比增长
17.04%，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50.77%，增
长幅度着实惊人。

不仅如此，在河南全部76家上市公
司中，有71家实现了盈利，盈利企业数量
占比93.4%。而从2015年的年报来看，
当时73家上市豫企中，盈利企业占比为
84%。

不仅如此，76家公司中，有57家业绩
实现了同比增长。其中，智度股份以近90
倍的业绩增长笑傲群雄，好想你、豫光金
铅、多氟多的业绩增长也均超过10倍。

以上几个关键数据，足以说明了豫股
交出2016年成绩单，含金量十足。

豫股赚钱哪家强？这恐怕是一个公
众都十分关心的话题。

从年报来看，有4家公司盈利超过10
亿元，其中双汇发展凭借518.22亿元的营
收以及44.05亿元的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再度蝉联了“双料冠军”。

值得一提的是，这是双汇发展营收在
“400亿＋”上徘徊了3年之后终于突破了
500亿大关，同样这也是其连续第5年成
为最赚钱的河南上市公司。按照其44.05
亿元的净利润来折算，2016年一共366
天，这就意味着双汇发展每天可净赚
1203.57万元，赚钱能力令人咂舌。

与双汇发展类似，宇通客车2016年
实现营收358.5亿元，归母净利润为40.44
亿元，在赚钱榜上同样连续第四年成为

“榜眼”。尤为值得一提的是，自从2013
年双汇发展与宇通客车开始“霸占”豫股
盈利榜前两名的时候，二者之间的差距为
20亿元，2015年，双方差距缩减为7亿
元，而2016年，进一步缩减为3.61亿元。
而宇通客车近两年来，归母净利润的同比
增速为35.3%和14.4%，增速明显大于双
汇发展，大有后来居上的势头。

除此之外，牧原股份凭借盈利23.2亿
元，登上了探花位置。而平高电气2016
年实现归母净利润12.2亿元，洛阳钼业
2016年盈利9.98亿元，同样跻身前五名。

养殖业笑开颜 亏损大户集体扭亏

说起年报，2016年的养殖业颇值得
一说。

双汇挺进营收500亿的关口，其中不
乏“二师兄”的高身价因素，但相比于此，
牧原股份与雏鹰农牧这些养猪大户，业绩
飞涨似乎来得更为直接。

就拿牧原股份来说，其2016年实现
营收56.1亿元，同比上涨86.65%，归母净
利润为23.2亿元，同比上涨289.7%。

而河南另一家养猪企业雏鹰农牧的
业绩涨幅同样惊人。其2016年实现营收
60.9亿元，同比上涨68.3%，归母净利润为
8.69亿元，同比上涨294.3%。

虽然相比于A股市场的养猪大鳄温
氏股份超百亿的净利润，有些小巫见大
巫，但业绩的飞速增长依然让这两家企业
的投资者乐得合不拢嘴。

概括来看，养殖规模的扩大，国内生
猪市场价格的高位运行，饲料原料以及养
殖成本的降低成为养猪业业绩大涨的主
要原因。

据记者了解，从2015年3月开始的这
一轮猪周期，被誉为史上最强。据统计显
示，2015年3月份，当时猪价最低点是每
千克11.50元，之后一路高歌猛进至今年
6月份达到价格最高点每千克21.10元，
其间生猪价格震荡上升，总体涨幅高达
83.5%。

在行业人士看来，要不是由于去年第
四季度我国生猪出栏量增多，市场需求放
缓，导致生猪价格相对偏低，从而影响了
养殖企业的利润，否则，这些上市公司的
年报或许将更加亮眼。

趁着好行情，大家都在扩产。就拿牧
原股份来说，2016年其子公司邓州牧原、
卧龙牧原、曹县牧原、钟祥牧原陆续建成
达产，2014年设立的子公司亦有部分开
始投产，公司整体产能大幅增长。

不仅如此，有分析人士表示，进入养
殖行业的大企业越来越多，集中化、规模
化养殖越来越多，猪周期有可能变长变平
缓。

按照行业人士的预测，未来1-2年
内，生猪养殖行业盈利水平不会低于这轮
猪周期上行阶段的平均盈利水平，并且未
来10年行业头均盈利水平仍将保持200
元-300元/头的水平。

除了养猪也赚得盆满钵满。河南最
为传统的煤炭、钢铁以及电解铝等产业，
从2015年来看，这些行业中的不少企业
都是亏损大户，而如今大部分都实现了扭
亏。

2015，安阳钢铁成了豫股中的亏损
王，全年亏损 25.5 亿元，同比降幅为
9040.25%，平均每天赔699万元。除了安
阳钢铁，4家煤炭企业分别位居第2到第5

位。其中，平煤股份亏21.4亿元成了第
二，而神火股份净亏16.7亿元，大有能源
和郑州煤电也分别亏损了12.9亿元以及
5.4亿元。

而2016年，安阳钢铁实现盈利1.23
亿元，顺利扭亏。平煤股份依靠着减产、
转员等机制，顺利扭亏，实现净利润7.53
亿元。而神火股份同样凭借盈利3.42亿
摘帽。

除了上述几家企业之外，诸如好想
你、中孚实业、林州重机、轴研科技、焦作
万方、洛阳玻璃等一大拨儿企业，也同样
扭亏为盈。

就拿好想你来说，依靠收购百草味，
在布局休闲零食电商之后，业绩增长迅
猛，2016年实现营业收入20.72亿元，净
利 润 为 3927.24 万 元 ，同 比 增 长
1314.69%。

好想你超过10倍的业绩增幅让人惊
讶，但智度投资近90倍的业绩增幅更让
人惊掉了下巴。

据记者了解，2016年，智度投资经历
了两次重组，通过资产置换，变身为一家
互联网公司，实现了业绩大幅增长。其年
报显示，智度投资2016年实现归母公司
净利润3.16亿元，较2015年的350.35万
元，同比增长8922.67%，一举拿下豫股增
速王的桂冠。

戴帽与脱帽
几家欢喜几家愁

同样是煤炭企业，眼见着“小
伙伴”平煤股份扭亏与神火股份
脱帽，郑州煤电与大有能源在羡
慕的同时，还得感叹自己的“悲
催”。

年报显示，郑州煤电2016年
实现营收94.5亿元，归母净利润
为-6.3亿元。而大有能源则亏得
更多。年报显示，2016年大有能
源实现营收51.8亿元，归母净利
润为-19.6亿元，一不小心成了豫
股的亏损王。

更加“不幸”的是，这两家去
年也分别亏损了12.88亿元、5.44
亿元，所以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股票简称变更为“*ST 郑煤”、

“*ST大有”。
相比于这两家企业，中信重

工今年的业绩则直接来了个直线
下滑。2015年，其还盈利6196.8
万元，而2016年，则亏损了15.8
亿元，降幅达到了2656.07%。订
单下滑，2016年大宗材料、商品、
动力能源等成本价格大幅上升，
以及计提的资产减值准备较上年
同期有所增加，三重因素造成了
中信重工的业绩的直线下滑。

当然，资本市场本来就是几
家欢喜几家愁。相比*ST郑煤以
及*ST大有的披星戴帽，两家摘
帽企业则欣喜不已。

2015 年度，中原特钢亏损
2.13亿元，由于2014年同样出现
亏损，面临退市风险。2016年，
其实现营业收入8.74亿元，同比
减 少 8.41% ，归 母 净 利 润 为
519.79万元，同比增长102.44%,
一举摘帽成功。

同样摘帽的还有神火股份，
2016 年 神 火 股 份 营 业 收 入
169.02亿元，同比减少11.99%，
归母净利润为3.42亿元，同比增
长120.46%。

然而，在这两家企业摘帽成
功的背后，原因则各不相同。

对于神火股份而言，受益于
供给侧改革的推动，作为其主营
业务的煤炭以及电解铝出现了行
业性回暖，并且，其还通过调整、
优化资产结构，盘活存量资产，产
生了投资收益8.30亿元。

而对于中原特钢来说，助其
“脱帽”的，并非自身的经营业
绩。去年12月，通过资产出售，
中原特钢获益6737.75 万元，并
且，3笔名为“河南省重大科技专
项财政补助”“JPSC配套运行维
护补助费”以及“中央企业棚户区
改造配套设施建设补助资金”，共
计超过7000万政府补贴，为其扭
亏贡献不少。

其实拿补贴的不仅仅是中原
特钢一家。根据WIND统计数据
显示，收获补贴超过一千万的河
南上市公司有46家，过亿元的有
3家，其中宇通客车与双汇发展排
名前两位。如果说上述两家企业
拿的补贴与其盈利相比还不到十
分之一的话，第三名的洛阳玻璃
收获的补贴则远远大于其净利
润。

2016年豫股营收前10名

证券简称 营业收入（单位：元）
双汇发展 51,822,365,961.66
宇通客车 35,850,442,042.72
安阳钢铁 22,044,431,512.38
神火股份 16,902,315,952.43
平煤股份 14,712,794,612.78
中孚实业 13,915,540,332.99
豫光金铅 13,565,499,633.00
神马股份 10,040,256,145.06
许继电气 9,607,009,637.50
*ST郑煤 9,452,244,007.68

2016年豫股净利润前10名

表2：

证券简称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单位：元）
双汇发展 4,405,056,392.24
宇通客车 4,043,745,565.70
牧原股份 2,321,898,712.22
平高电气 1,219,897,093.92
洛阳钼业 998,040,580.75
雏鹰农牧 869,108,800.02
许继电气 868,925,025.23
华兰生物 780,312,519.82
平煤股份 753,255,001.44
中原高速 748,139,907.67

以上数据来源：Wind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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