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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七成预喜 年报行情影响几何

实现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约为3.6亿-3.7亿元，较去年同比增长
17500%至18000%。对于业绩变动的原
因，武汉中商表示，此次拆迁补偿款在
扣除被拆迁资产净值、相关税费等费用
支出后，确认为2017年度营业外收入约
3.9亿元，该项收入将增加公司2017年
净利润约3.5亿元。
截至2月28日，已经有93家公司
2017年的年报成绩单正式出炉，从目前
来看，方大炭素的业绩增速最高。具体
来看，方大炭素在2017年实现的营业收
入约为83.5亿元，同比增长248.62%；对
应实现归属净利润约为36.2亿元，同比
增长逾52倍。净利润大增，方大炭素的
分红也十分阔气。方大炭素2017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为以2017年12月31日总股
本约17.89亿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股利19元（含税），共计派
发现金股利约33.99亿元。
超七成公司预喜
而在业绩预喜的公司中，成功扭亏
据同花顺iFinD数据统计显示，截 的公司更值得引起投资者的关注。在扭
至2月28日，在已经披露2017年业绩预 亏的企业阵营中，贝瑞基因以高达
告2544家上市公司中，除了20家尚不确 6305.25%的增幅暂居榜首。
定2017年盈利情况外，其中有超七成上
逾两成公司报忧
市公司预计2017年业绩报喜。
在大部分公司报喜的同时，也不乏
总体来看，业绩预喜的公司总共有
1873家，占比约为73.62%。从预告类型 有部分上市公司业绩报忧。统计数据显
看，预喜包括预增、略增、续盈和扭亏。 示，在已经披露2017年业绩预告上市公
在上述预喜的上市公司中，预增的公司 司中，共有651家公司报忧，报忧的公司
有879家，占业绩预喜公司的比例约为 占已经披露业绩预告公司总数的比重
46.93%。其中预增类上市公司业绩同比 约为25.58%。
涨幅超10倍的有38家。在该类业绩预喜
报忧的651家公司中，包括预减、增
亏、
续亏、
略减等类型。具体来看，在业
的公司中，预告净利润变动幅度最大的
公司为武汉中商，该公司预计在2017年 绩预减215家公司中，其中有44家公司
春节过后上市公司年报
披露渐进密集期， 据同花顺
iFinD统计， 除了20家上市公
司 不 确 定 2017 年 盈 利 情 况
外，沪深两市有超七成的上市
公司业绩预喜，651家公司报
忧。从已经披露年报的公司来
看， 方大炭素的业绩增速最
高，而*ST南风的业绩表现最
差。业内人士表示，七成上市
公司业绩预喜意味着年报行
情可期，不过投资者布局年报
行情也应小心“地雷”，尤其要
注意一些盈利增速较低的公
司出现业绩变脸。

（上接D1版）

乐元素闯关IPO三大疑点
值得一提的是，《开心消消乐》（移动
版）作为乐元素拳头产品，用户数出现增长
疲软迹象。招股书显示，作为消除类游戏，
《开心消消乐》（移动版）月均活跃账户数在
2016年1-3月约为1.43亿，至2017年1-3月
则约为1.35亿，一年时间，月均活跃账户数
量下滑逾800万。
中国新三板投资联盟创始人许小恒在
接受北京商报记者采访时曾表示，消除类
游戏用户黏性不高，可替代性较强，同质化
严重且极易出现盗版横行等特征，所以其
他商家都可以复制。如果不能在其他游戏
的开发和创新上有所突破，很可能导致玩
家黏性会下降或流失，持续盈利能力很容
易受到影响。
宋清辉亦表示，由于游戏行业具有变
现快、过于依赖产品本身、生命周期短和
波动大等特点，重要游戏的生命周期对公
司业绩无疑将会产生直接影响。
而证监会也要求乐元素结合相关运营
数据，补充披露公司主要游戏所处生命周
期的阶段，维持或延长主要游戏生命周期
的措施及有效性。说明如果无法维持或者
延长主要游戏的生命周期对公司持续盈利
能力的影响。
北京商报记者 董亮 高萍/文 贾丛丛/制表

预减下限超过八成，汇源通信、开尔新 将进入密集披露期，A股市场年报行情
材、惠天热电等五家公司的预减幅度下 也迎来了重要时间窗口，业绩高增长的
公司和行业值得关注，不过布局年报行
限则达到100%。
业绩预告增亏的公司中，新能泰 情也需要提防业绩变脸的公司。
截至目前，有多家公司上演业绩变
山、西部牧业和*ST众和三家公司预计
同比下降幅度较大，以新能泰山为例， 脸的戏码，智慧农业便是其中一例。智慧
该公司预计2017年实现归属净利润亏 农业曾在2017年10月14日披露的三季
损约5.05亿-6.15亿元，降幅在657.06% 报中预计2017年度业绩将扭亏为盈。然
-821.96%。
而，仅时隔3个月的时间，智慧农业就出
而在目前已经披露年报的公司中， 现业绩预告变脸的情况。今年1月16日智
*ST
南风的业绩最为惨淡。据*ST南风 慧农业发布的2017年业绩预告修正公
在2月13日披露的年报显示，该公司在 告显示，公司预计2017年实现归属于上
2017年实现营业收入约为18.73亿元，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约2.1亿-2.7
较上年同比下降12.3%。在报告期内实 亿元，大东南和沃森生物也均出现业绩
现的归属净利润亏损约4.21亿元，较上 变脸的情况。
这些公司业绩变脸的原因也是五
年同比下降2108.29%。
ST南化的业绩也同样不理想。财务 花八门，包括业绩对赌失败、破产重组
数据显示，2017年ST南化实现的营业 损失、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等。一位投行
收入约为2.14亿元，较2016年同比增长 人士表示，投资者布局年报行情应小心
198.51%，对应实现归属净利润亏损约 “地雷”，尤其要注意一些盈利增速较低
3247.99万元。对于业绩亏损的原因，ST 的公司出现业绩“变脸”，即使股价处在
南化则表示，子公司绿洲公司由于计提 低位，普通投资者远离为宜。
该人士进而表示，投资者应当注意
利息和固定资产、在建工程资产减值准
年报中净利润出现高增长的公司是否
备等原因亏损7289.61万元。
此外，还出现一批业绩首亏的企 存在持续性，对于采用变卖资产“扮靓”
业，中原特钢、易成新能、金山股份三家 年报的公司也要保持警惕。
公司净利润下滑幅度位列前三，其中易
在著名经济学家宋清辉看来，价值
成新能业绩表现最差。具体来看，在 投资将逐步成为市场的主流，业绩为
2017年易成新能实现营业总收入约为 主、估值和业绩增长相匹配的相关股票
18.26亿元，同比下降23.98%；当期对应 仍是投资者2018年选股的首要法则。从
实现归属净利润约为-10.23亿元，同比 稳健投资的方面来看，蓝筹、业绩预期
下降5489.95%。
向好以及紧随政策的标的，可作为今年
的投资机会；短期热点、题材、碰上时机
警惕业绩变脸
概念股等，也可以适时逢低建仓。
业内人士表示，节后上市公司年报
北京商报记者 董亮 刘凤茹

飓牛看市

地量成交个股投资风险不容小觑
董亮
今年以来，A股市场中小创板块
估值整体逐步走低， 此前曾备受市
场追捧的中小创个股成交量也大幅
萎缩， 每日都有数百只个股成交量
低于1000万元， 更有些股票的日成
交量仅为百万元，由于抗跌性较差，
这些地量成交个股的投资风险不容
小觑。
在监管层的大力倡导下，A股市
场的投资风格已经发生了彻底改
变，价值投资成为主流的投资方式，
因而具备稳定盈利能力的优秀蓝筹
股更受投资者青睐， 而此前曾普遍
遭遇爆炒的中小创个股却出现了持
续性回调，估值水平日趋理性。在市
场风格发生转变的过程中， 地量成
交个股数量逐渐增多是A股一大新
的市场表现， 而地量成交个股多以
中小创个股为主。
诸多中小创个股之所以出现地
量成交的情况， 主要是因为没有主
力资金愿意进场布局， 对于股票而
言，交易量是最根本的指标。没有

交易量的股票， 不仅投资价值较
低，而且还可能面临巨大的投资风
险。纵观目前长期处于地量成交的
个股，多数被利空消息缠身。诸如，
预 计 2017 年 业 绩 同 比 大 降 九 成 的
广泽股份等。
对于此类问题股， 由于没有资
金进场布局， 因而成交量长期处于
低位， 这导致公司股票的股价不具
备抗跌能力， 无论是大盘的回调风
险还是个股的利空风险加以释放，
都可能导致相关个股的股价进一
步下挫。 由于缺乏市场资金的追
捧，在大盘向好之时，地量成交个
股的涨幅会明显不及大盘，甚至出
现跟跌不跟涨的情形，无疑放大了
股民的投资风险。其次，在突发利
空消息面前，地量成交个股的抗跌
能力极差。比如当出现业绩预告不
及预期、 大股东减持等利空消息
时，地量成交个股很可能出现较大
幅度的股价回调。
与此同 时 ，由 于 缺 乏 成 交 量的

支撑，地量成交的个股更容易出现
闪崩的情形。 个股之所以出现闪
崩，主要是由于部分资金盘中集中
抛售而无人接盘所致。对于地量成
交的个股而言，日常交易过程中的
成交量本身较低，一旦再遭遇部分
资金集中出逃， 将很容易遭遇闪
崩。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地量成交
个股一旦出现闪崩情形，下跌的幅
度将比正常个股更大。毕竟此类个
股无成交量支撑，下跌幅度也自然
会被放大。
此外 ，由 于 缺 乏 主 力 资 金 的关
注， 地量成交个股的投资机会本
身较小。 任何一只股票在上涨的
过程中， 最重要的支撑因素就是
活跃的交易量， 没有活跃的交易
量也就没有市场人气， 缺乏股价
持续性上涨的条件， 即便是在大
盘表现十分强势的情形之下，对
于持有地量成交个股的投资者而
言， 仍然有可能面临只赚指数不
赚钱的尴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