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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治疗100天后，男
子步履如常

48岁的赵先生喜欢爬山，
却在10年前偶尔出现腰痛，他
上网查询后认为可能是轻微的
腰椎间盘突出。而当时他仗着
年轻，疼的时候就做做理疗、牵
引、针灸，也一直没有出现大问
题。

直到去年7月，赵先生的
腰腿痛逐渐加重，走路的距离
也越来越短，到了最后，甚至走
个三四十米都得歇歇。

赵先生赶紧就医，被诊断
为中央型腰椎间盘突出症合
并腰椎管狭窄症，建议做开
放手术腰椎内固定手术，他
和家人担心手术风险拒绝做
手术。

后经朋友推荐，赵先生来
到郑州市长江路与郑密路交叉
口西北角的长江路136号求诊
于中医骨科名家张喜海。明确
诊断后，张喜海中医骨病团队
予以传统中医药内服外用治
疗。

坚持治疗100天后，赵先
生从刚去时的跛行变成了步履
如常，也能走远路了。

●对付腰椎病，传统中医
药内外同治

“腰椎间盘突出合并椎管

狭窄属于中医范畴的‘腰痛’、
‘痹证’，患者往往认为自己是
椎间盘突出，而忽视了椎管狭
窄的存在。”张喜海说，如果仅
仅按照腰椎间盘突出症的方
法进行推拿、针灸、功能锻炼
等保守治疗，不但没有效果，
有时反而适得其反。建议此类
患者尽早选择有经验的医生
就诊。

据张喜海介绍，传统中医
药治疗腰椎病，一般采用舒筋
活络、筋骨并治、内外同治的方
法，用以消除神经根无菌性炎
症和水肿，疏通经络滋养受损

的椎间盘和椎管，使其恢复原
有弹性，达到解除神经压迫的
目的。

今年64岁的张喜海从医
近40年，作为河南张氏中医第
六代传承人，他用传统的中医
理论和方法，让众多颈椎病、胸
椎病、腰椎病、股骨头坏死、膝
关节病、强直性脊柱炎、风湿
病、类风湿病、运动型外伤等患
者摆脱了病痛的煎熬，好评如
潮。

如果您有骨健康问题，可
拨 打 大 河 报 健 康 热 线
0371-65795671咨询。

张喜海 骨病腰椎间盘突出合并腰椎管狭窄？中医药有良法
□大河报·大河客户端记者 林辉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为进一步推进“三
减三健”（减盐、减油、减糖，健康骨骼、健康口腔、健康体
重）等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大河报特推出系列公益科
普“专家说健康”，指导公众强身健体，健康好生活。

数据：豫股上半年成绩单
出炉 84家豫股总营收增
长20%

又到一年季报时。8月30
日下午，赶在季报披露大限来
临之前，洛阳钼业和郑州银行
先后公布了今年上半年年报数
据。至此，河南84家A股上市
公司年报全部“集齐”。

从整体情况来看，今年上
半年，河南84家A股上市公司
共实现营业收入 2825.51 亿
元，而去年同期这一数据为
2340.39亿，同比增长超20%。

从具体数据来看，今年上
半年有6家豫股的营业收入超
过100亿元。其中洛阳钼业、
双汇发展、牧原股份位列河南
A股上市公司营业收入前三
甲。

从个股情况来看，洛阳钼
业今年上半年营业收入达到
467.44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368.44%。同时，洛阳钼业也
以高出第二名双汇发展103亿

元的成绩，成为豫股营收冠
军。同时，在营业收入增长方
面，洛阳钼业以368.44%的同
比增长率蝉联豫股冠军。此
外，去年加入豫股大家庭的ST
宏盛尽管上半年营业收入只有
4021万元，但营业收入增幅却
达到233.52%。

而从84家豫股的整体净
利润上看，今年上半年豫股呈
现出强劲增长。数据显示，河
南84家A股上市公司共实现
净利润282.21亿元。其中7家
豫股上半年实现净利润超10
亿，33家豫股上半年实现净利
润超亿元。

此外，今年上半年亦有10
家豫股出现不同程度的亏损。
其中，郑州煤电的亏损额度最
高，达到-4.52亿元。

二师兄涨价 牧原股份净
利润同比增长70倍 双汇
发展净利润增26%

在整个2020年上半年的

资本市场当中，涨幅最大的当
数生猪养殖板块。受益于超长
猪周期，生猪养殖企业终于迎
来业绩爆发。

牧原股份半年报数据显
示，公司今年上半年实现销售
收入 210.33 亿元，同比增长
193.76%；净利润107.84亿元，
同比增长7026.08%。

对于净利润实现超70倍
的大幅增长，牧原股份表示，受
益于猪价的高位运行，今年1~
6月全国活猪均价为33.9元/
公斤，与去年同期相比上涨
136.95%，这也让今年上半年
牧原股份较去年同期实现了扭
亏为盈。

事实上，随着牧原股份的
业绩大涨，其股价在进入2020
年之后，在大盘整体受疫情影
响 下 逆 势 上 扬 ，最 高 涨 幅
68.8%，市值摸高至 3000 亿
元。

牧原股份之后，双汇发展
稳居河南净利润第二名。从数
据上看，双汇发展依然保持稳

健增长的全球最大的肉制品加
工企业双汇发展。

半年报数据显示，公司上
半年实现营收363.48亿元，同
比增长43.01%；净利润30.41
亿元，同比增长26.74%；基本
每股收益0.9161元。

据了解，2020年上半年，
双汇发展屠宰生猪 327.4 万
头，同比 2019 年上半年下降
61.83%；鲜冻肉及肉制品外销
量（含禽类产品外销）149.6万
吨，同比 2019 年上半年下降
3.79%。然而猪肉价格的上
涨，却让双汇发展的业绩依然
保持稳定增长。

食品行业迎来春天 三全
食品净利润同比增长超4
倍

今年上半年除了猪肉价格
上涨带动生猪产业链上企业业
绩爆发之外，食品行业的业绩
增长也引人关注。其中，三全
食品就成为上半年盈利能力最
强的速冻食品类公司。

8 月 19 日 ，三 全 食 品
(002216.SZ)发布2020年半年
报显示，其营收为37.3亿元，同
比增长22.6%；净利润为4.52
亿元，同比增长409.61%。

需要说明的是，半年盈利
4.52亿元，也创下三全食品的
历史新高。这一数据有多“恐
怖”？要知道，2019年全年，三
全食品实现的净利润也才2.2
亿元。

疫情期间，由于“宅经济”
的盛行，水饺产品成为带动公
司业绩大涨的主力。上半年，
实现销售收入12.88亿元，同
比增长70.45%。其中，一季度
三全食品实现营业收入22.17
亿元、归母净利润2.58亿元，同
比 分 别 增 长 16.14% 和

541.13%。

疫情趋稳 一季度狂飙之
后 新冠肺炎概念股业绩
回落

今年一季度，由于新冠肺
炎疫情的暴发，口罩、双黄连等
防疫用品生产企业的业绩迎来
大幅增长。随着3月份之后，
国内疫情得到遏制，包括双黄
连生产企业太龙药业、口罩卫
材生产企业新乡化纤在二季度
的业绩均出现下滑。

拿太龙药业来说，今年上
半年，太龙药业营业收入6.48
亿元，同比增长9.21%；实现净
利润 2818 万元，同比增长
7.49%。尽管业绩实现增长，
但对比其今年一季报，就能发
现其收入增长主要来自于一季
度。

今年一季度，太龙药业实
现营业收入4.07亿元，同比增
长 49.39% ，实 现 净 利 润
3739.76 万 元 ，同 比 增 长
190.28%。

此外，口罩用卫材氨纶的
生产企业新乡化纤的业绩在二
季度也出现下滑。

数据显示，上半年新乡化
纤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18.39
亿元，同比下降24.89%；归属
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847 万 元 ，同 比 下 降
57.87%。需要说明的是，今年
一季度新乡化纤的净利润为
4634.37 万元。也就是说，二
季度新乡化纤的业绩出现大幅
下滑。

对此，新乡化纤相关表示，
今年二季度海外疫情暴发，对
公司产品及下游行业出口影响
较大，导致公司上半年净利润
下滑、库存商品增加。

豫股半年报出炉 84家豫股总营收增长20%

生猪产业链爆发 牧原净利涨70倍
□大河报·大河财立方记者 唐朝金

8月30日下午，随着洛阳钼业和郑州银行先后公布今年上半年成绩单，河南84家A股上市公司的半年报全部出炉。
受益于超长猪周期，生猪养殖企业牧原股份继2019年度净利润超越双汇发展之后，今年上半年净利润同比增长70

倍，连续三个季度成为豫股盈利王。此外，好想你、三全食品等食品类企业今年上半年净利润也实现大幅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