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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经观察

□本报记者 郭戈

不久前，我省 A 股上市公司的年
报全部出炉：2016 年，76 家豫企的营
业收入总额达 3662.5 亿元，同比增长
17.04%；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达 221 亿元，同比增长 150.77%。双
汇发展、宇通客车再次领跑利润榜，
生猪养殖行业延续上涨势头，环保行
业出现较大增幅，传统行业中安阳钢
铁、平煤股份及神火股份等企业实现
扭亏为盈。

半数企业净利润突破亿元

据统计，我省的 76家 A 股上市公
司中，2016年共71家实现盈利，占比达
93.4%，较上年提升近10个百分点。其
中，38家公司净利润突破1亿元，4家超
10亿元。

毫无悬念，双汇发展与宇通客车依
然稳居A股豫企营业收入及净利润排
行榜前 2名。双汇发展 2016年实现营
收518.22亿元，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达 44.05 亿元，连续第 5年成为我
省最赚钱的公司。宇通客车2016年实
现营收 358.5亿元，虽然与双汇发展仍
有较大差距，但其盈利能力较强，归属
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达 40.44亿元，
成为继双汇发展之后我省又一净利润
破40亿元的A股上市公司。

值得关注的是，2015年宇通客车与
双汇发展在净利润方面相差约 7.2 亿
元，而 2016年这一差距进一步缩小到
了3.6亿元。若宇通客车能够继续保持
其 2016年逾 14%的利润增速，相信未
来撼动双汇发展利润榜榜首的位置并
非奢望。

此外，受生猪价格长期高位运行的
带动，我省多家生猪养殖企业延续了
2015年的高速增长态势。牧原股份归
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达 23.22 亿
元，同比增长 289.68%，一举夺得利润

榜季军。
同样受益的还有雏鹰农牧，由于商

品肉猪、商品仔猪的销售价格同比上涨
超过20%，使得该公司的利润有了较大
幅度的提升。2016年，雏鹰农牧归属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达8.69亿元，增幅
294.29%。

智度股份稳夺“增幅王”

除形势喜人的生猪养殖企业外，还
有一些A股豫企虽然利润排名并不靠
前，但增速却十分抢眼。2016年，我省
A股上市公司中净利润增速超过10倍
的就有智度股份、好想你、豫光金铅和
多氟多4家公司，其中智度股份更是以
接近90倍的增长稳夺“增幅王”。

“公司一方面置入互联网流量聚
合和经营的相关资产，另一方面置出
了原有盈利能力较低的资产，由一家
主要经营电力二次设备、信息技术产
品开发、生产和销售业务的公司变更

为同时拥有移动互联网流量入口、流
量经营平台和商业变现渠道三位一体
的互联网公司。”智度股份在年报中表
示。该公司 2016年实现营收 23.64 亿
元，同比增长 644.37%；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达 3.16 亿元，同比增
长 8922.67%。

如果说智度股份依靠重大资产重
组实现的火箭式增长还有一定的特殊
性，而多氟多及中原环保等上市公司的
利润增长，则与当前国内环保政策的变
化趋势紧密相连。

2016 年，多氟多实现净利润 4.78
亿元，同比增加 1119.05%。这家专注
于新能源领域的公司在年报中表示：

“六氟磷酸锂全年销量同比增长 36%，
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410%。量价齐升，
成为公司利润贡献的中流砥柱。”据
悉，六氟磷酸锂是氟化物产品中的重
要一种，是生产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
的基础性材料之一。多氟多披露，该
公 司 目 前 具 备 六 氟 磷 酸 锂 年 产 能

3000 吨，预计 2017 年下半年将扩产
至年产 6000吨。

传统行业初迎曙光

因产能过剩，钢铁、煤炭、电解铝等
行业近几年深陷亏损泥沼。2015年，全
省 12家亏损的上市公司中，就有 10家
来自上述行业。其中，安阳钢铁全年亏
损 25.51 亿元，同比降幅达 9040.25%。
平煤股份及神火股份亦分别亏损高达
21.4亿元及16.7亿元。

而在2016年，受市场回暖及钢价、
煤价上升等因素影响，安阳钢铁、平煤
股份及神火股份 3家企业全部实现逆
转——分别盈利了1.23亿元、7.53亿元
和 3.42 亿元，并且利润增幅均超过了
100%，可谓打了一场漂亮的翻身仗。
神火股份因此被撤销了退市风险警示，
同时，中原特钢、中孚实业、林州重机、
焦作万方、洛阳玻璃等企业也成功实现
了扭亏为盈。⑦13

A股豫企年度“成绩单”揭晓

本报讯（记者 赵力文）据新
华社消息，我国将创新农业救灾
机制，在包括我省在内的全国 13
个省 200个县推出专属农业大灾
保险产品，以适应广大农户特别是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迫切需求，进一
步提高农业大灾保险保障水平。

4月 26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
会议决定，今明两年将在河南、河
北、黑龙江、安徽等13个粮食主产
省选择 200个左右县，以水稻、小
麦、玉米为标的，在面向全体农户
的基本险基础上，推出保障金额
覆盖农资、化肥等直接物化成本
和地租，面向家庭农场、专业大
户、农民合作社等适度规模经营
主体的专属农业大灾保险产品。

会议还决定，在农户自主自
愿和自缴保费比例总体不变的基
础上，将中央财政对中西部和东
部试点县的保费补贴比例分别提
高至 47.5％、45％，增强农业抗风
险能力，具体实施中允许地方根

据当地实际进行探索。
近年来，农业保险发展迅速，

在提高农业防灾减灾能力、助推
脱贫攻坚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河南保监局统计显示，2016 年我
省农业保险工作方案取消 104个
国家级产粮大县小麦、玉米、水稻
三大粮食作物的县级保费补贴，
改由中央和省级财政负担，推动
全省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作物承
保覆盖面同比分别提升 10.33、
14.93、30.49 个百分点。其中，我
省农业保险赔款支出 15亿元，成
为农民灾后恢复生产的重要资金
来源。

同时，业内人士普遍认为，虽
然我国农业保险体系已初步建
立，但农业保险仍存在保障水平
有限、服务能力不足等问题。这
次国务院常务会议的相关具体措
施出台，将会提高保险公司和农
户的积极性，促进我国农业大灾
保险持续稳健发展。⑦13

□本报记者 赵力文

4月 27日，平安医疗携手郑州市中
心医院、平安人寿举行启动仪式，宣布
商业保险直赔平台正式上线，标志着商
业保险直赔模式在我省首次实现。省
卫生计生委、郑州市卫生计生委有关负
责人出席活动。随后的一周内，我省多
家医院也陆续签约加入该平台。

给患者带来哪些福利？

上线仪式当天，郑州市中心医院院
长连鸿凯表示，通过为患者提供商业保
险直赔服务，实现住院费用的一站式结
算，为百姓构建便民服务体系，将大大
提高医疗机构的工作与管理效率。

“零材料、零等待，即可实现快速理
赔。”平安人寿总经理助理李文明介绍，
目前每月有超过1000位平安客户在郑
州市中心医院就诊治疗，本次实现医院
信息与保险核心系统联网，患者出院结
算医疗费用时当场即可获得理赔，省去
了自行准备住院病历、费用清单、出院
小结等相关理赔材料的麻烦。

据介绍，此前部分患者已经体验到
了这种便捷服务。

今年4月，平安人寿的客户张先生，
其6岁的儿子因急性阑尾炎在郑州市中
心医院住院治疗。在入院办理登记时，
张先生得知郑州市中心医院可申请商
保直赔服务，来到医院窗口提出“直赔”
申请。随后，通过平安医疗商保直赔平
台，张先生儿子的住院就诊信息及理赔
材料实时同步到平安人寿的理赔系统，
完成了自动受理、录入。据了解，该商
保直赔平台打通医院信息系统，连接商
业保险公司，实现了客户住院就诊信息
及理赔材料实时传输至平安的理赔系
统。

在出院时，经过医保报销和商保直
赔，张先生仅需支付自费的百余元。张
先生表示：“保险公司直接和医院结算，

再也不用专门到保险公司申请理赔，真
是太方便了！”

据了解，目前平安的住院医疗、意
外医疗、住院日额等商业保险都可以在
这一平台上实现直赔。

为医疗发展带来哪些变化？

商业保险直赔服务的开通，将帮助
公立医院优化收入结构，让老百姓获取
多样化的综合金融服务、增加其支付能
力，最终有效提升医疗保障水平。

“商业保险直赔平台对于医院信息
化建设很有意义。”平安医疗河南分公司
总经理毛峰认为，打通社保、商保、自支
付方通道，实现医疗场景下的社保+商保
统一支付平台，可以为社保、商保机构

提高效率、节约成本，实现快赔和先诊
疗后付费等综合金融服务。

毛峰进一步阐述，商业保险作为居
民医疗健康管理的重要补充和保障，将
会在未来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包括
服务模式、人员管理和评价体系、医疗
信用、医联体建设等方面。医院信息化
建设依托于医院的业务发展需求，随着
商业保险与医疗服务不断深入合作，医
院的信息基础和数据平台建设越来越
重要，通过信息化建设实现医院与各类
医疗产品和服务融合，全面提升医院综
合服务水平，提高居民就医满意度。

“在郑州市中心医院首次上线直赔
平台后，引起了许多医院关注。目前已
有多家医院陆续与我们签约打算引入
直赔平台。”5月 5日毛峰表示，直赔平

台是个开放平台，除了平安的保险，也
并不拒绝其他保险公司的商业保险，欢
迎各家保险机构接入，共享资源，尽量
为更多用户提供服务。

保险+医疗打开新空间

商业保险直赔平台只是平安切入
医院医疗业务的一个入口。记者还了
解到，保险起家的平安目前有两大聚
焦，除了大金融资产战略，就是大医疗
健康战略。

今年年初，中国平安从平安养老分
拆出来并成立新的子公司——平安医
疗健康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承接大病医
保项目、医保经办服务及提供“智慧医
保”管理和服务系统等，加上已经成形
的移动互联网问诊平台“平安好医生”、
连锁诊疗机构“万家诊所”，整个健康医
疗产业路径的闭环规划图已跃然纸上。

据悉，平安医疗将致力于成为“中
国最大的开放式管理医疗服务平台”，
聚焦医改重点领域，通过与医疗健康服
务各参与方（包括社保、商业保险、医疗
服务、参保人）的高效连接和有效协同，
打造精准、合理、便捷的“三医联动”新
生态体系。

不仅仅是中国平安，目前中国人
寿、阳光保险、泰康人寿、人保健康等多
家保险公司也已布局医疗健康领域，保
险+医疗发展的趋势逐步升温。

有专家指出，患者看病时，除了医
保报销，实现商业保险实时结算只是

“保险+医疗”新模式的第一步。近年
来，国家一直积极鼓励和推进商业保
险机构共同参与医疗保险，并作为基
本医疗保险的有力补充。在此形势
下，通过互联网医疗+综合金融的服
务模式，使商业保险结合互联网技术
以及大数据、云计算等手段，在“医保、
医药、医疗”联动和医保改革中发挥重
要作用，成为探索“保险+医疗”新模
式的方向。⑦13

打通商业保险与医院信息系统，患者出院即赔付

我省首次实现商业保险直赔

今明两年
推出农业大灾保险产品

业界传真

财经快讯

本报讯（记者 郭戈 通讯员
冯张伟）4月 27日，河南银监局在
郑州召开河南银行业例行新闻发
布会，联合中国工商银行河南省分
行、中国建设银行河南省分行以及
郑州银行3家机构，共同介绍全省
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工作进展。记
者从会议中获悉，截至 3月末，全
省小微企业贷款余额突破 10000
亿元。

小微企业是国民经济的生力
军，在稳定增长、扩大就业、促进创
新、繁荣市场和满足人民群众需求
等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作为监管机构，河南银监局在市场
准入、风险资产权重考核及监管评
级等方面，积极落实对小微企业金
融服务的正向激励和差异化监管
政策。鼓励设立小微专营机构，提
高不良贷款容忍度，健全尽职免责
机制，对银行业机构小微贷款不良
率高出平均不良率 2个百分点以
内，或小微企业贷款不良率不高于
3.5%的，不作为监管评级扣分因
素；对小微企业授信部门和授信工
作人员在贷款过程中已按照制度
规定尽职履责的，在授信出现风险
时，免除其合规责任，激励辖内银
行业机构主动支小扶微。

同时，积极推动金融创新，河
南银监局引导各银行业机构结合
小微企业特点量身打造特色信贷
产品，如工行河南省分行的“网贷
通”“雏鹰贷”，建行河南省分行的

“小微快贷”“助保贷”，郑州银行
的“小额宝”“接着贷”等。据统计，
目前全省银行业机构已开发小微
企业特色信贷产品400多种，在一
定程度上满足了不同行业类型小
微企业多样化的融资需求。

此外，合理引导银行业机构
延伸小微企业服务半径，打通线
上线下金融服务链条。线上充
分利用“互联网+”，线下突出发
挥专营机构的专业特点，进一步
完善小微企业金融服务体系；充
分发挥大型银行的机构和网点
优势，扩大金融服务的普惠性和
覆盖面；引导中小银行将改进小
微企业金融服务和战略转型相
结合，向小微企业集中地区延伸

服务网点。截至一季度末，全省
银行业机构共设立各类小微专营
机构 900 多个，配备小微企业专
职服务人员 13000 多名，小微企
业金融服务的专业化水平不断提
高。

“小微企业融资是一项复杂
的系统工程，也是一个世界性难
题，需要包括银行在内的社会各
界的共同努力。”河南银监局有关
负责人表示，近年来，该局主动同
全省各级政府、行业协会联动合
作，积极完善小微企业扶持政策，
不断致力于优化小微企业融资环
境——

联合省工信委等部门开展政
银企担对接，推介融资产品、开展
融资培训、加强银企互动，探索建
立常态化、网络化、制度化长效对
接机制。全省共组织开展不同层
次、不同规模的各类银企对接洽
谈活动220余场，累计有上万家中
小微企业参与对接活动，其中小
微企业占 82.5%，实现新增贷款
1101.69亿元。

联合工商管理部门建立小微
企业管理“名录”，依托现有的企
业信用信息公示监管警示系统，
进一步汇集小微企业工商注册登
记、行政许可、税收缴纳、社保缴
费、享受扶持政策情况等信息，形
成河南省“小微企业名录”，实现
了信息的互联互通。

联合税务部门开展银税合作，
积极构建联席会议制度、定期沟
通、信息保密等长效合作机制，着
力于解决中小微企业融资难、银行
寻找优质客户难的“双向难题”。
截至一季度末，全省18个省辖市、
108 个县区与税务部门建立了银
税合作机制，开发银税合作产品64
种，累计发放银税合作小微企业贷
款近90亿元。

联合省财政厅做好小微企业
信贷风险补偿资金的清算拨付工
作 ，充分发挥风险补偿机制作
用。2016年，共对辖内 14家银行
业机构拨付小微企业信贷风险补
偿资金 2.14 亿元，提高了银行业
机构支持小微企业发展的积极
性。⑦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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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小微企业贷款余额
突破万亿元

93.4%

我省的76家A股上市公司中

2016年共71家实现盈利

占比达93.4%
较上年提升近

10个百分点

2016河南上市公司
净利润排行榜前十名

证券名称
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亿元）

双汇发展 44.05

宇通客车 40.44

牧原股份 23.22

平高电气 12.20

洛阳钼业 9.98

雏鹰农牧 8.69

许继电气 8.69

华兰生物 7.80

平煤股份 7.53

中原高速 7.48

制图/刘竞

其中

38家公司净利润突破1亿元

4家

超10亿元

图/王伟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