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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0股剧透全年业绩 近六成报喜
部分个股2019年业绩预告情况一览

临近年末，A股上市公司2019年年报预告披露渐进密集期。据Wind统计，截至12月26日，
目前两市共有570家上市公司对2019年全年业绩进行了剧透。除去尚不明确盈亏情况的94家

立讯精密

公司外，目前有近六成的公司预计2019年业绩“报喜”。在多数公司业绩向好的同时，不乏天

业绩预告类型 预增

神娱乐等个股在2019年的业绩最高预亏数额超过10亿元。另外，在目前预计2019年业绩续亏

预告净利润上限

的公司中，*ST信威等股票存暂停上市风险。

预告净利润下限

42.2亿元
39.48亿元

圣农发展
业绩预告类型 预增

38.05亿元
预告净利润下限 37.05亿元
预告净利润上限

中超控股

利润为1.6亿元，同比增长7727.79%。对于业 2019年实现的净利润约-10.5亿至-8.5亿元。
绩预增的原因，星徽精密表示，“深圳市泽宝 也就是说天神娱乐2019年的净利润最高预亏
282股年报预喜
创新技术有限公司报告期纳入合并范围，增 10.5亿元。对于业绩变动的原因，天神娱乐称，
Wind数据显示，截至12月26日，两市共 加公司报告期利润等”。
“主要系公司部分游戏、广告业务较上年同期
有570家上市公司剧透了2019年全年的经营
紧随星徽精密之后的是大庆华科，该公 发生下滑、公司拟对业绩下滑明显的子公司
情况，除去业绩预告类型为不确定的94家公 司预计2019年的净利润增长下限幅度为 计提资产减值等所致”。
司外，剩余476股中有近六成的上市公司2019 1801.39%。
在预亏的个股中，*ST利源暂为“预亏
年年报业绩预喜。
值得一提的是，目前2019年年报业绩预 王”。数据显示，*ST利源预计2019年实现的
总体来看，2019年年报业绩预喜的公司 喜的上市公司中，还包括祥生医疗、建龙微 净利润约-20亿至-15亿元。
共有282家，占目前明确2019年全年业绩情况 纳、迈得医疗、佰仁医疗等多只科创板个股。
而从最大下降幅度来看，有9家上市公司预
的比例约59.24%。从预告类型来看，预喜包括
降幅度在1000%以上。其中弘高创意的降幅最
续盈、预增、略增及扭亏四种类型。具体来看，
大，弘高创业预计2019年实现的净利润为-3.5
7股最高预亏逾10亿
129家上市公司的业绩预告类型为预增。在业
亿至-2.8亿元，下降幅度为3798.52%-4723.
与星徽精密超77倍增幅形成鲜明对比的 15%。紧随其后的是创新医疗，创新医疗预计
绩预增的上市公司中，从预告净利润下限来
看，有10家上市公司的净利润数额在10亿元 是，目前有194家上市公司预计2019年的经营 2019年全年的净利润降幅为3132.63%-3806.
以上，包括立讯精密、圣农发展、益生股份、华 情况不乐观。
55%。此外，精功科技、蓝黛传动、美邦服饰、浙
润三九、三七互娱等。其中立讯精密预计2019
Wind数据显示，这194家上市公司2019 江世宝4家上市公司预计2019年净利润的最大
年的业绩预告类型为预减、续亏、首亏、略减。 降幅在2000%以上。
年实现的净利润为39.48亿-42.2亿元。
业绩预喜的上市公司中，还包括略增的 其中43家上市公司的业绩预告类型为预减，
针对公司业绩亏损及应对措施等问题，
74家、续盈的8家及扭亏的71家。据Wind数据 续亏的有54家，首亏及略减的上市公司数量 北京商报记者曾致电天神娱乐董秘办公室进
显示，2019年业绩预喜的282家上市公司中， 则为70家、27家。
行采访，不过截至记者发稿前，对方电话并未
有88家公司的净利润增长下限幅度同比翻
据Wind数据显示，在2019年年报业绩 有人接听。
倍。其中预计增长幅度在1-10倍之间的企业 “报忧”的194家上市公司中，有34家上市公司
数量有83家，占业绩预喜上市公司的比例约 预告净利润下限亏损数额超亿元以上。其中， *ST信威等存暂停上市风险
29.43%。
预告净利润下限亏损数额在1亿-5亿元之间
北京商报记者注意到，目前预计2019年
星徽精密、大庆华科、星期六、康力电梯、 的上市公司数量为23家，包括亚太股份、中超
福鞍股份5家上市公司预计2019年净利润增 控股、*ST索菱等。天神娱乐、创新医疗等7家 净利润续亏的54家上市公司中，有12家上市
长下限幅度则在10倍以上，其中星徽精密以 上市公司预计2019年净利润下限亏损数额则 公司在2017、2018年的净利润已连续亏损。除
超77倍的涨幅位列第一。12月25日，星徽精密 超10亿元。
去*ST龙力、*ST凯迪、*ST保千、千山药机、乐
发布的公告显示，公司预计2019年实现的净
据天神娱乐的三季报显示，公司预计 视网5股外，华谊嘉信、*ST信威、*ST盐湖等7

业绩预告类型 首亏

-0.7亿元
预告净利润下限 1.05亿元

*ST利源

预告净利润上限

业绩预告类型 续亏

-15亿元
预告净利润下限 20亿元
预告净利润上限

嘉美包装
业绩预告类型 续盈
预告净利润上限
预告净利润下限

1.92亿元
1.56亿元

股存在暂停上市风险。
Wind数据显示，*ST仰帆、*ST金山、华
谊嘉信、*ST游久、*ST信威、盛运环保及*ST
盐湖7家上市公司预计2019年业绩为续亏状
态，这7家上市公司在2017、2018年的归属净
利润均为亏损。
数据显示，*ST信威2017、2018年实现的
归属净利润分别约-17.69亿元、-28.98亿元。
到了2019年前三季度，*ST信威的归属净利
润亏损数额增至约158.58亿元。
虽说经营业绩惨淡，不过近期*ST信威
在二级市场的表现却格外抢眼。12月26日，
*ST
信威的股价再度涨停。据东方财富数据
统计，自12月6日以来截至12月26日收盘，
信威在15个交易日内已经收获14个涨停
*ST
板，区间累计涨幅为88.57%。
12月26日*ST信威提示风险称，公司不

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ST信威
还称，“公司面临的偿债压力较大，目前涉及
诉讼、仲裁的金额约为17亿元。上述事项将
可能导致公司2019年度经审计的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负值，公司2019年度
可能被审计机构出具无法表示意见或者否
定意见的审计报告，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公司股票可能被暂
停上市”。
实际上，背负经营压力的*ST信威，也试
图进行自救。11月8日，*ST信威曾发布公告，
公司拟与海内外大型投资机构和电信运营企
业等合作，作为有限合伙人参与在开曼群岛
发起设立5G基金。针对该事宜的进展情况，北
京商报记者曾致电*ST信威进行采访，但对方
电话并未有人接听。
北京商报记者 刘凤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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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改革有望成为新的投资主线
老周侃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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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峡水利、奥普光电重组双双被否
筹划数月，三峡水利（600116）、奥普光电（002338）两家公司的重
组事项最终未能拿到证监会的“通行证”。12月26日晚间，证监会官网公
布的并购重组委2019年第72次会议审核结果公告显示，三峡水利、奥普
光电两家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均遭到证监会否决。这也意味着，

17.21

%

整体来看，截至12月26日，今年

三峡水利拟收购重庆长电联合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联合能

以来上市公司重组被否率为

源”）88.55%股权以及重庆两江长兴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兴电

17.21%。上一年同期，重组被否率则

力”）100%股权事项和奥普光电拟收购长春光华微电子设备工程中心

为12.06%。

益均实现大幅增长，发展能力和竞争力也
将进一步增强，促进上市公司做强做优做
大。”三峡水利在重组方案中如是表示。不
过，三峡水利此次重组最终未能获得证监
会通过。
奥普光电此次重组则为拟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光华微电子100%股权。
据了解，奥普光电主要从事于光电测控仪
器设备、光学材料和光栅编码器等产品的
研发、生产与销售。光华微电子主要从事
光电子自动化精密设备的研发、生产及销
售业务。提及此次收购对公司的影响，奥
普光电曾称，若交易完成，上市公司得以
注入光电子自动化精密设备的研发、生产
及销售业务。上市公司将以此为契机，打
开民品市场缺口，充实上市公司销售渠道
资源，提高上市公司未来持续盈利能力和
抗风险能力。遗憾的是，与三峡水利遭遇
同样的命运，奥普光电此次收购亦最终未
能通过证监会的审核。
同日晚间，三峡水利与奥普光电双双
发布了重组上会的审核结果并表示12月27
日复牌。
针对重组被否后公司的后续打算，北
京商报记者分别致电三峡水利与奥普光

2020年初， 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

成为社保基金的长期好友；一般性的国企

将出台实施，对于A股市场而言，国企改

可能会引进新的民营资本股东，从而获得

革有望成为新的投资主线， 投资者可以

新的发展机遇；至于没什么发展前途的僵

适当关注其中的投资机会。

尸国企，可能被注入其他优质资产，也可

在本栏看来， 国企改革主要有三大
方面的投资机会。 一是通过混合所有制
改革， 把已经上市的国有企业引入新的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华微电子”）100%股权事项遇阻。

根据公告，证监会对三峡水利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方案的审核意见为：“申请人未
能充分说明并披露本次交易有利于提高上
市公司资产质量、改善财务状况和增强持
续盈利能力，不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
组管理办法》第四十三条的相关规定。”
另外，证监会对奥普光电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方案的审核意见为：“申请人未能充
分说明标的资产新产品业绩预测的依据和
合理性，标的资产未来盈利能力可实现性
存在重大不确定，不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管理办法》第四条和第四十三条的
相关规定。”
北京商报记者通过查询两家上市公
司历史公告发现，三峡水利此次重组事项
系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联合能源
88.55%股权以及长兴电力100%股权。提
及此次交易的初衷，三峡水利曾表示，通
过本次交易，上市公司将充分吸收联合能
源作为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企业的改革
经验，此外，整合联合能源、长兴电力后，
新的三峡水利将管理重庆四个区域性电
网，三峡水利供电范围覆盖重庆多个区
县，年供电量、服务人口、大工业用户数进
一步提高。“ 上市公司资产、经营规模和效

周科竞

电进行采访，奥普光电电话未能有人接
听；三峡水利工作人员表示，自己为值班
人员，相关问题不清楚，可后续上班时间
再咨询。
需要指出的是，两家公司的重组同一
天被否决的情况并不多见。北京商报记者
通过Wind查询发现，截至12月26日，证监
会并购重组委共计审核了122家公司的重
组事项，其中，21家未能获得通过。在三峡
水利、奥普光电重组被否之前，两家公司的
重组事项系同一日被否决的情况还要追溯
到今年的7月24日，当日，兰太实业、建投能
源两家公司的重组双双被否。整体来看，截
至12月26日，今年以来上市公司重组被否
率为17.21%。上一年同期，重组被否率则为
12.06%。
新时代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潘向东在接
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重组被否率
提升意味着监管部门在整体放松并购重组
限制的基础上，严格把控质量关，放松限制
不意味着放松质量审核。“严格把控并购重
组质量，可以筛选出真正可以促进企业转
型、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并购重组。”潘向东如
是说。
北京商报记者 高萍

能成为其他企业并购的目标，从而让企业
真正做到变强，而不仅仅是变大。
就目前市场情况来看， 有部分国企

优质资源，提高上市公司的盈利能力，这

盈利能力一般，市场估值偏低，股价也长

样就能提升上市公司的含金量， 投资者

期低迷。而在国企改革预期之下，这些国

也会进一 步提 升 对 相 关 上 市 公 司 的估

企上市公司将可能迎来新的投资机会。

值，进而对股市形成重大利好。

虽然在初期 可 能 只 是 市 场上 的 概 念 炒

第二是划转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

作， 但是在国企改革进入实操性阶段之

从而提高上市公司的活力。大多数国有企

后， 国企改革的标的业绩会发生质的变

业的大股东都是国资， 依据相关政策，这

化， 到时候市场的投机炒作也会变成长

些大股东持股要把一部分划转给社保基

期的价值投资， 这其中酝酿着巨大的投

金，以满足国民的养老、医疗等需要。需要

资机会。

注意的是，社保基金拿着这些划转来的股

当然，国企改革也不会是一蹴而就，

票，一般情况下不会出售，它们更多的是

其中也有可能出现阵痛， 例如关闭僵尸

希望上市公司能够持续地通过分红来回

企业，一定会刺痛到一部分人的利益。同

报投资者，因此，社保基金持股的壮大，会

样，如果有上市公司成为了僵尸企业，其

是促进相关上市公司稳定现金分红的一

退市也会让股东和债权人感到痛苦，但

大动力。而且，社保基金也会成为相关上

是如果不让它们退市， 股市的国企改革

市公司坚定的长期投资者，对于股市的稳

也就难以全面进行。所以本栏认为，2020

定和慢牛走势有着十分积极的推动作用，

年的国企改革机遇大于风险， 机遇主要

对于投资者当然也是好事一桩。

来源于混合所有制改革， 风险主要来源

第三就是大幅提升相关国有企业上

于垃圾股退市。

市公司的盈利能力和管理水平。 在国企

投资者在选择国企改革概念股的

改革过程中， 可能会引入有实力的民营

时候， 还是要选择股价处于相对低位的

资本， 它们不仅能为国有企业上市公司

公司， 股价处于高位的公司一定是投资

带来新的投资机遇， 而且会促进其管理

者预期很高的公司，它们一旦利好落实，

水平的进一步完善， 在经过一系列的磨

不排除投资者会逢高了结， 而那些相对

合期之后，提质提效将会十分明显。

冷门的国企改革概念股，一旦落实利好，

所以本栏认为，2020年国企改革将会
有重大发展， 好的国企会继续发扬光大，

股价可能会出现大幅度上涨， 投资者的
获利也会相对丰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