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7月19日 星期一 责编 杜一格 美编 扈森

综合AⅠ·08

根据公告，中原证券上半年业绩

预增主要得益于公司积极把握市场机

遇，主体业务稳健发展，投行、证券投

资、子公司业务等收入增加，从而预计

合并利润总额同比增加 2.25 亿元—

2.79亿元。

实际上，该公司投行等业务的增

长确实迅猛。以投行为例，根据公开

信息，7月15日，由中原证券保荐的上

海港湾上交所主板 IPO项目成功过

会。这是中原证券7月份以来短短半

个月内的第3单成功过会的IPO保荐

项目，也是该公司继去年IPO项目过

会“九战九捷”之后，今年保荐及联主

过会的第6家 IPO项目，从而一举将

公司投行改革后成功过会的IPO项目

总数增加至15单（含联主项目2单），

创下公司成立以来投行最好成绩，市

场影响力和行业排名大幅提升。同

样，以旗下中证开元创投公司所投资

的建龙微纳为代表的一系列项目的成

功上市，意味着中原证券股权投资板

块开始进入投资回报期，大幅增厚公

司利润自在意料之中。而今年上半

年，面对不利融资环境特别是不少债

券取消或推迟发行的逆境，中原证券

凭借良好的基本面和长期积累的市场

信誉，连续成功发行三期共计32亿元

公司债券，认购倍数之高、发行利率之

低均超预期，特别是第一期短期公司

债创造了本年度河南企业1年期债券

发行利率新低。三期债券的成功发行

不仅直接为公司节约利息成本近

2000万元，更进一步增强了公司资金

实力，有力支撑了各项业务发展。

同时，中原证券各项业务的高质

量发展深深根植于支持实体经济之

上，特别是其充分发挥投行、投资及与

银行合作的投贷联动效应，积极助力

“万人助万企”活动的开展。中原证券

精选了一批有发展前景的企业，下属

投资公司或科创基金进行股权投资，

并带动社会资本跟投，同时吸引商业

银行贷款，条件成熟时积极支持企业

上市，进入资本市场，加快发展步伐，

实现做优做大做强，取得了较好效果，

受到企业欢迎。比如，中原证券旗下

私募基金管理子公司中鼎开源通过投

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慧联电子和华

英包装，就实现了以近4000万元投资

带动 1.9 亿元融资规模的明显效果。

据公开数据统计，今年以来中原证券

通过IPO，股票定向增发，发行承销可

转债、企业债、公司债等方式已累计帮

助企业融资近100亿元，其中包括完

成神马股份重大资产重组配套融资

10亿元、多氟多定向增发融资11.5亿

元等等，有力支持了实体企业发展。

目前市场人士普遍认为，随着中

国经济持续向好，资本市场改革不断

深化，证券行业受益于企业投融资需

求的持续增长和居民增配权益的黄金

时代，将步入长景气周期。在此背景

下，中原证券的新一轮快速增长无疑

正是一个很好的注脚。“下一步，我们

将严格遵守各项监管规定和要求，紧

紧抓住资本市场全面推行注册制改革

及与国际顶尖机构合作等重大机遇，

大力推进经纪业务向财富管理转型，

全面推进投行、投资、资管等主要业务

条线的上档升级；进一步优化公司发

展的空间布局，在深耕细作河南省内

的市场的基础上，加快推进上海中心、

广深总部和北京分公司的发展，加快

香港子公司的国际化进程；进一步加

强党建和党风廉政建设，以党建高质

量引领公司发展高质量，以良好的业

绩回报境内外广大投资者，为现代化

河南建设和我国资本市场发展做出应

有贡献。”中原证券党委书记、董事长

菅明军表示。

中原证券交出亮丽“成绩单”：
上半年净利润预增583.27%—712.92%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唐朝金

中原证券再传好消息！7月16日晚，中原证券（A股代码：601375.SH，港股代码：1375.HK）发布业绩预增公告，预计今年上半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增加1.8亿元—2.2亿元，同比增长583.27%—712.92%，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同比增长更是高达619.94%—761.83%。

这将是中原证券继去年利润增长79%、今年一季度合并净利润超去年全年（母公司口径净利润同比大增5.48倍）之后，连续实现3次定期报告的业绩
增速都在75%以上，标志着公司基本步入了新一轮较快发展的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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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本省投注总额：15405846元，本省
中奖总金额为5017357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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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晚，河南嵩山龙门队迎来了
与青岛队的对决。面对上半场就被
罚下一人的困境，10人应战的河南
队大胆变阵、转守为攻，通过一系列
神奇的换人操作，最终2∶0拿下青
岛，迎来了赛季首胜。

中超前五轮战罢之后，河南嵩
山龙门迟迟没能迎来赛季的第一场
胜利，此役面对实力相当的青岛，拿
下对手是全队的不二目标。然而上
半场刚过半，边后卫柯钊就因为一
个踩踏动作导致两黄变一红被罚
下。早早就少打一人，胜利对于河
南队似乎又成了泡影。

然而易边再战，主帅哈维尔却
一反常规地派上了卡兰加、陈蒲两
名前锋，打算殊死一搏。3分钟后的
一个进球，印证了这是一个神奇的
换人——陈蒲助攻卡兰加头球轰开
对手大门。随后，一球在手的河南
队更加坚决地贯彻防守反击，虽然
门前也险象环生但好在没有闪失。

读秒阶段，卡兰加助攻陈蒲再进一
球，锁定了胜利，河南队也终于在第
六轮迎来了赛季首胜。

间歇期过后，河南队逼平八冠王
广州队、拿下青岛，两轮比赛的表现
让人耳目一新。新赛季的前四轮，河
南队只收获了两平两负，积分小组垫
底，这与球队赛季前预期差距极大。
事实上，河南队的这个新赛季，心气
儿比以往任何一个赛季都要高。在
当今动荡的中国足坛，河南队迎来郑
州、洛阳两市政府的投资，河南队有
了更加稳定的投入，球队也有了跻身
联赛上游的大目标。

然而现实情况却并不如愿，连
续无法取胜，球队在场上的心态愈
发急躁。第三轮，队长王上源就因
报复对手被红牌罚下。第四轮，河
南队面对因欠薪而主力大幅流失的
重庆，河南队认为一场胜利志在必
得。比赛的开局很顺利，上来就两
球领先，然而对手扳回一球后，加之

裁判的一些争议判罚，舒尼奇、钟晋
宝先后因为挑战裁判被红牌罚下，
心态完全崩盘的河南队最终只得吞
下2∶3被逆转的苦果。

刚刚过去的间歇期，球队有了
更多的冷静思考，最重要的就是把
一直吊着的心气儿放放平，遇到强
队可以掰掰手腕，但遇到弱队并非
能一口吃下，可以接受输球，前提是
做好输球后的心理准备，找准自身
的定位重新开始。

此役面对青岛，河南队虽然早早
被罚下一人，但全队并没有受那个非
常牵强的判罚影响，教练组战术得
当，球员思想统一，场上队员没有任
何焦虑和急躁的表现。当把细节做
好，更加专注地去完成比赛，胜利自
然会来。这场逆境之下的胜利，可见
俱乐部对于球员心态调整后的功
效。在密集的赛程下，河南嵩山龙门
已经捅破了胜利的窗户纸，这也将为
接下来的比赛增加信心、积蓄力量。

逆境夺首胜
河南嵩山龙门回归平常心
□顶端新闻·大河报记者 王玮皓 文 俱乐部供图

全队赛后在更衣室欢庆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