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8年11月1日～7日 责编 李金雨 美编 李庆琦

A08 封底报道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
记者了解到，前三季度，河
南上市公司中有9家企业
营业收入过百亿。其中，
双汇发展以365亿元的营
收金额，稳坐营收榜第一
名的位置。排在第二位的
安阳钢铁，前三季度营收
257亿元。排在第三位的
是洛阳钼业，营业收入
200.8亿元。

其他营收破百亿的企
业有宇通客车、郑煤机、平
煤股份、神火股份、豫光金
铅和中孚实业。

盈利方面，洛阳钼业
以41亿元的净利润成豫
股盈利之王，与去年同期
相比增长了 155.9%。除
此之外，双汇发展、郑州银
行、龙蟒佰利、安阳钢铁、
宇通客车前三季度盈利均
超10亿元。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
记者注意到，作为今年新
加入A股的郑州银行，前
三 季 度 实 现 营 业 收 入
80.39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0.75%，实现归属于本行
股东净利润为34.36亿元，
同比增长2.51%。

数据显示，截至2018
年9月30日，郑州银行总
资产达4577.57亿元，较去
年末增长219.28亿元，增
幅 5.03% ；总 负 债 为
4190.78亿元，较去年末上
升 4.15% ；股 东 权 益 为
386.79亿元，较去年末增
长15.67%。

在前三季度中，河南
共有9家上市公司亏损，分
别是恒星科技、安彩高科、
中原特钢、莲花健康、焦作
万方、豫能控股、一拖股
份、雏鹰农牧、中孚实业。

汽车、生物医药行业
整体盈利较好

整体来看，前三季度
营收过百亿的企业所属行
业分布在食品、钢铁、汽

车、机械设备、有色金属等
领域，属于重资产企业。

盈利方面，宇通客车、
西泵股份、远东传动、中原
内配涉及汽车及零部件的4
家豫企，前三季度盈利均在
1.8亿元以上。

此外，生物医药行业整
体盈利情况较好，华兰生物、
辅仁药业、安图生物、羚锐制
药、太龙药业5家企业均是
盈利状态。盈利最多的是华
兰生物，盈利7.6亿元，紧跟
其后的是辅仁药业，盈利7.3
亿元。盈利最少的是太龙药
业，前三季度共盈利565万
元。即便盈利较少，其较之
于去年前三季度，仍实现了
102.31%的增长。

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增
长和医疗保险的普及和推
进，IMS数据预测，中国药品
市场规模将继续增长，2022
年将达到1500亿美元。

在有色金属板块，除了
洛阳钼业、明泰铝业、神火
股份、豫光金铅都处于盈利
状态之外，焦作万方、中孚
实业两家企业则是亏损状
态，亏损额分别是 1.43 亿
元、4.2亿元。尤其是中孚
实业，较上年同期净利润减
少了403.7%。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
者了解到，2018年上半年，
铝行业整体经营形势严峻，
主要原辅材料价格持续偏
高，市场不景气，导致许多
公司经营不及预期。

以焦作万方为例，9月
13日，这家企业的前任董秘
因内幕交易被监管机构调
查，虽然板子打在过去人的
身上，但是焦作万方的脸面
也被累及。一周之后，深交
所又对焦作万方的半年报
数据进行问询。如何带领
企业走出亏损旋涡、如何处
理高比例质押于不断下跌
的股价关系，正在考量着这
家企业的新掌门人。

洛钼总资产最多
东方银星总资产垫底

从豫股上市企业总体
来看，总资产排名前十的企

业，分别为洛阳钼业、神
火股份、中原高速、平煤
股份、中原证券、宇通客
车、安阳钢铁、牧原股份、
郑煤机和中孚实业，其中
除了牧原股份属农业及
养殖业领域之外，其余企
业均为矿产资源开发、公
路运营以及其他重工业
领域，即重资产领域。

洛阳钼业是豫股企
业中总资产最多的企
业，其资产规模高达
1045.68亿元，与之相适
应，洛钼股份也在部分
矿产原料领域成为了全
球级的生产商。根据洛
阳钼业官网披露，其目
前已经发展成为全球第
二大钴矿生产商、全球
领先的铜矿生产商、全
球最大的钼钨生产商和
全球领先的铌和磷肥生
产商。

大手笔并购成为洛
阳钼业取得如今地位的
关键，从2013年开始到
现在，洛阳钼业先后展
开了四次并购。一系列
并购，顺利将公司核心
资源由钼钨转向了铜
钴。其中铜钴资产的收
购时间点，刚好位于钴
价暴涨前夕，完成资产
交割后，钴价格由2016
年的 20 万元/吨攀升至
60多万元/吨，洛阳钼业
的业绩也相应大幅提
升，而随着新能源汽车
的快速发展，钴价上行
空间依然明显。

牧原股份、雏鹰农
牧和双汇发展总资产也
比较大，但是其根本原
因也不一样，牧原股份
的总资产规模，得益于
其全国“广修猪圈”，雏
鹰农牧得益于其庞杂的
投资、双汇发展得益于
其全国行业规模第一的
市场地位。

四方达、利达光电
和东方银星成为豫股中
总资产规模较小的企
业，其中利达光电均处
于技术密集型产业，企
业总资产规模10亿元多

一些，这并不是说家企业
不努力，更大程度是因上
市受限制与细分行业市场
规模总量；其中东方银星
经过多年的“宫斗”，目
前的主要资产只剩下燃料
贸易，而莲花健康经过连
续的“折腾”已资不抵
债。

净资产规模是照妖镜
照出虚胖企业

报告期内，豫股净资
产前十的企业分别为洛阳
钼业、中原证券、宇通客
车、双汇发展、龙蟒佰
利、平煤股份、牧原股
份、中原高速、郑煤机、
中原证券、平高电气。

一般而言，在原料和
重化工领域，总资产规模
较大的企业，净资产规模
也不会太小。如洛阳钼
业、宇通客车、龙蟒佰
利、平煤股份、中原高
速、郑煤机及安阳钢铁等
等，在资产方面，这些企
业有着瘦死骆驼比马大的
行业特殊优势。

以上述的洛阳钼业为
例，其近年来收购的矿
山，规模最小的价格也有
8.2 亿美元，折合成人民
币，超过豫股企业三分之
一企业的总资产；同样以
中原高速为例，其旗下的
高速资产不仅规模巨大，
而且盈利能力及表现也十
分稳定。

双汇发展和牧原股
份，都是净资产前十中为
数不多的农业类企业，前
者是“杀猪的”，后者是

“养猪的”。其中双汇发展
净资产规模得益于其长期
发展的积累和资产负债率
的有效控制，而牧原股份
的净资产则更多得益于

“修猪圈”。在市场规模方
面，双汇发展已经连续多
年行业第一，盈利能力也
十分强悍。而在养猪领
域，牧原股份的养殖成本
控制行业领先。

中信银行发布
资管经理人景气指数

中信银行近日发布第6期“中
信 银 行 资 管 经 理 人 景 气 指 数
（AMI）”显示，第 6 期综合指数
AMI为 47.80，继续处于荣枯线以
下，但相对于上期有所上升，反映目
前银行资管行业景气度有所改善。
在三大扩散指数中，第6期市场条
件AMI为54.0，较上期明显回升，
并首次站在荣枯线以上，表明各项
新规正式落地后，不确定性明显降
低，市场环境有利于银行资管行业
的发展。F （记者 席韶阳 通讯
员 张弘扬 章世刚）

兴业银行前三季度
营收净利持续提升

兴业银行发布2018年三季报
显示，截至9月末，该行总资产6.54
万亿元，较年初增长1.97%；实现营
业收入 1146.19 亿元，同比增长
10.95%；净利润506.01亿元，同比
增长7.32%；不良率1.61%，继续保
持同业较低水平。F

（记者 席韶阳 通讯员 杜红涛）

平安产险智能闪赔
斩获国际金融创新大奖

据平安产险河南分公司消息，
澳大利亚当地时间10月29日，全球
最具权威的顾问咨询公司Gartner
（译 名“ 高 德 纳 ”）公 布“Gart-
ner2018 金融创新奖”，平安产险

“智能闪赔”项目凭借在智能风控、
智能核赔、510极速查勘等核心服
务和保险技术方面的不断创新和突
破获得该奖项，成为亚太地区唯一
获奖的保险公司。F

（记者 席韶阳 通讯员 王筱）

微众银行携中原银行
开启兰考扶贫新模式

微众银行和中原银行日前对外
宣布，双方合作的微粒贷扶贫项目
落地开封兰考县，并已为当地贡献
120万元税收收入，用于兰考县各
项扶贫工作。微粒贷是由国内首家
互联网银行微众银行于2015年推
出的个人信用贷，该行通过将微粒
贷业务核算落地的方式，定向为多
个贫困县贡献税收，用于当地扶贫
项目。 （记者 陈沛）

三季报显上市豫企转型成效

截至10月31日，79家豫股企业三季度
报已悉数披露完毕，相对于半年报而言，三季
度报在营收和资产质量上，更接近上市企业
一年的总体表现。

看企业的营收质量，最直观的两个指标
就是营业收入和净利润，前者代表企业卖了
多少钱，后者则意味着企业是否在赔本赚吆
喝。

豫股三季度报出炉，汽车、生物医药盈利较好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 吴春波 凌岩

前三季度
9家豫企营收过百亿

金融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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