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4月19日～25日 责编张翼鹏 美编 张峰E-mail: 1487350119@qq.com封底报道 A08

14家成长型豫股3年业绩双增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见习记者 陈玉尧

核心提示 截至4月18日零时，河南78家A股上市公司已有
69家披露了年报或年度业绩预告。14家豫股在业绩比拼中脱颖
而出，连续3年实现营收、净利双增长，成为成长型豫股。

业绩大比拼 谁能连续3年正增长不掉队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通
过梳理发现，在已公布业绩的69
家豫股中，共有28家连续3年实
现营收正增长。若加上归母净利
润指标，河南A股上市公司连续3
年实现业绩双增长的共有14家。

在这14家实现业绩双增长的
“成长型”豫股中，中小创企业占
据主流。除了沪市主板的安图生
物，其他13家都来自深市的中小
创板块。

中小创企业的高成长性得益
于其中有很多细分行业龙头，比如
钛白粉行业龙头企业龙蟒佰利、汽
车水泵龙头企业西泵股份、血液制
品行业龙头企业华兰生物等。

这些细分行业的龙头企业往
往拥有较高的专业技术含量、市
场潜力大；同时有较健全的市场
营销网络，市场份额在同类产品
中居前列，因此能保持较为稳定
的业绩增长。

按行业看，14家成长型豫股
分布在信息技术、材料、医疗保
健、可选消费等领域。其中，信息
技术行业共有5家豫股上榜，占比
超三分之一，成为名副其实的成
长型行业。

信息技术领域的公司一直享

受着行业高景气度的红利。比如
专注于传感器制造领域的森霸股
份就曾表示，公司业绩的稳步增长
得益于智能家居及物联网等下游
应用领域的普及，传感器市场需求
量进一步增长，公司各类传感器产
品产销量才能持续稳定上升。

在已公布业绩的69家豫股
中，能源、金融、公用事业等行业
无一家企业进成长型企业榜单。

其中，能源板块的掉队，主要
源于前几年全国煤炭产能过剩，
供大于求，全社会库存居高不下，
导致煤炭价格一路下跌。在这一
背景下，大型煤炭企业和贸易商
互相攀比降价促销，争取市场份
额，导致煤炭行业进入全面亏损
阶段。河南几大煤企——平煤股
份、大有能源、郑州煤电均在过去
3年出现过业绩负增长。

而公用事业领域的豫能控
股、中原环保等企业也都因过去
几年的业绩不稳定，未能成为成
长型企业。

此外，14家成长型豫股从地
域来看，郑州市席位最多，有5家
企业上榜；其次是南阳市和焦作
市，分别有4家和3家企业；洛阳
市和新乡市各有1家企业。

7家“真成长”豫股 龙蟒佰利净利大涨38倍

为了进一步筛选业绩成长情
况较好的个股，大河报·大河财立
方记者将筛选门槛提高至近3年
归母净利润增长率大于20%，按此
条件过滤后共有7家符合条件，分
别是龙蟒佰利、设研院、西泵股份、
豫金刚石、新开普、安图生物和森
霸股份。这7家公司的归母净利
润均在连续3年里保持较高增长
速度，可以算是“真成长”股。其
中，注册地在郑州的就有4家上市
公司，占据“半壁江山”。

如果要从7家“真成长”的豫
股中选出一个最具代表性的，毫
无疑问应该是龙蟒佰利。

据年报数据，龙蟒佰利2017
年归母净利润达到了25.02亿元，
与3年前（2014年）的6314万元
相比，涨幅达3863%，不愧是河南
上市公司中的“成长王”。

据了解，龙蟒佰利主要从事
钛白粉、锆制品和硫酸等产品的
生产与销售。近两年，钛白粉正处
于景气周期，产品价格呈现上涨之
势，供应紧俏，库存大幅下降，全国
年出口量保持着两位数的较高增

速。而龙蟒佰利作为亚洲最大的
钛白粉企业，年产能达60万吨，同
时采用买断式的终端用户和经销
商销售模式，极大地抢占了市场先
机，在景气周期中获取了高额利
润。

龙蟒佰利良好的业绩增长也
受到了券商的普遍关注。据最新
的评级报告，共有11家券商给予
龙蟒佰利“买入”评级，7家券商给
予“增持”评级。而其大股东名单
中也出现了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
限责任公司等国家队身影。

除了龙蟒佰利外，设研院和
西泵股份3年净利累计涨幅均接
近500%，表现也极为亮眼。

作为去年刚刚上市的第78家
豫股，设研院 2017 年净利达到
2.23 亿元，而 3 年前净利润仅
3720万元，短短3年净利涨幅达
到499%。

而西泵股份3年来的业绩可
谓加速增长，2015年净利增长率
为41%，2016年净利增长率达到
89%，2017年则高达124%，实现
了净利增速的三级跳。

14家连续3年双增长豫股

河南新三板第一季度
市值TOP100排名出炉
蓝天燃气以31.97亿元成为新的“市值王”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 吴春波

上榜门槛2.76亿元 蓝天燃气成新“市值王”

在IPO审核趋严的大背
景下，河南新三板企业群体在
2018年第一季度表现如何，
市值是最直观的参考指标。

河南新三板企业高市值
群体，几乎每一个区间的数量
都比2017年底微幅下滑，而
在IPO在审新三板企业的数
量，也只剩下2家。

2018年3月31日河南新
三板企业TOP100市值排名

显示，市值为2亿~5亿元区
间的企业有43家，市值在5
亿~10亿元区间的企业有32
家，市值为10亿~20亿元的
企业为22家，其中市值超过
20亿元的企业为3家，只有蓝
天燃气 1 家市值超过 30 亿
元，市值排在第100名的企业
是广安生物，其3月31日的
市值为2.76亿元。

经过一个季度的发展，蓝

天燃气取代美基食品成为河
南新三板的新市值第一，市值
规模31.97亿元，分别超出第
二百川环能、第三美基食品
7.91亿元和10.77亿元。

蓝天燃气业绩快报显示，
该公司 2017 年实现营收超
25亿元，同比增长 26.05%，
实现净利润约2.1亿元，同比
增长34.65%。

实体经济成新三板企业担当 郑州成TOP100最大贡献城市

资本市场要服务实体经
济发展，这是新三板从中关村
走向全国的重要初衷。

河南新三板企业TOP100
排名中，依然只有鑫融基属于
金融行业，其他绝大多数企业
或依托大股东产业支持或依托
自身创新，都获得了自己在所
属行业的“独门绝技”。

以排名第3的美基食品
为例，其背靠鹤壁市永达食品
有限公司，成为百胜集团、国
家航天中心、小肥羊、海底捞、
家乐福、沃尔玛、麦德龙、大润
发等国际国内知名连锁企业
供应商，同时出口日本、韩国
及蒙古等海外市场。

而市值排名第11的东和

环保，是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环保企业骨干企业，是中国废
橡胶、废塑料炼油行业首家获
得中国环保协会授予的“绿色
之星”环保认证殊荣的企业。

从地区分布来看，郑州有
33家市值百强新三板企业，
其次是洛阳和新乡，分别有
11家和10家。

IPO审核趋严 新三板企业中仅余2家在排队

2017 年底开始，IPO过
会审核愈加严苛，国内企业
IPO过会率一再出现新低，河
南新三板再审企业也遭遇前
所未有的“艰难时刻”。

经过一系列的IPO过会
失败、终止审核以及撤回招股
说明书之后，河南新三板上市
军团中IPO在审状态的企业

仅剩下瑞华股份和天迈科技。
瑞华股份主营业务为生物

质能发电。2017年度，瑞华股
份实现净利润约1567万元，较
2016年同比下降约21.44%；
而天迈科技主营业务则为基于
车联网技术为城市公交运营、
管理及服务提供综合解决方
案，2017年实现净利润4772.9

万元，同比增长22.88%。
不过，按照目前的企业

IPO净利润要求，最近3年净
利润累计超过1亿元，主板最
新一年的净利润要求超过
8000万元，创业板则要不低
于5000万元，瑞华股份和天
迈科技都将在接下来的上市
过程中面临大考。

金融资讯

建行获外汇市场“综合最佳做市机构”等奖项
根据中国外汇交易中心

发布的2017年度银行间外汇
市场评优结果公告，建行
2017年荣获“综合最佳做市
机构”“最佳做市奖”等6项优

秀做市系列奖项，“最佳交易
奖”“最佳非美货币交易奖”等
4项优秀交易系列奖项，“最佳
期权报价行机构奖”“最佳欧
元直接交易做市机构奖”等8

项做市机构单项奖、2项优秀
会员奖以及3项优秀主管、优
秀交易员个人奖，共计24项
大奖。F
（记者 徐曼丽 通讯员 晏辉）

光大银行首笔云链再保理业务落地
近日，光大银行基于重庆

中车长客轨道车辆有限公司核
心企业授信额度，为其上游供

应商提供了1389215.86元 6
个月的云链再保理业务融资
款，标志着光大银行首笔云链

再保理业务正式落地，光大银
行阳光财富供应链金融业务再
上新台阶。F （记者 徐曼丽）

中信银行参与“护航计划”
4月14日，由中国儿童少

年基金会联合中信银行、中信
保诚人寿等有关单位共同推
出的公益项目“护航计划”在
京启动。启动仪式上，中信银

行、中信保诚人寿两家爱心企
业分别向该项目捐赠1000万
元。“护航计划”聚焦留学生海
外安全、留学心理建设、立志
报国等主题,为留学生提供包

括心理咨询、SOS紧急救援、
金融、国际航空等方面的公益
服务。F
（记者 席韶阳 通讯员 章世
刚 张弘扬）

浦发银行优化企业开户服务
浦发银行郑州分行开展

一系列优化开户服务的措施：
推广开户预约服务，先后上线
网上银行、手机银行、微信银
行、VTM预约四大预约开户

渠道，支持客户在线填单将客
户资料预审环节前置，节约现
场耗时；创新推出“开户宝”，
减少信息重复填写，提高单据
填写效率，实现开户“一站式”

体验；引入人脸识别技术，提
升客户审核效率和准确度；制
定开户清单折页，便于企业及
时进行开户业务咨询。F（记
者 徐曼丽 通讯员 岳亚珑）

龙蟒佰利2017年归母净利润与3年前相比，涨幅达3863%，成为豫股“成长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