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盈利榜前十

名称

齐鲁银行

中投保

美畅新材

永安期货

华强方特

麦克韦尔

智明星通

英雄互娱

明石创新

汇通银行

净利润

（万元）

215239

180368

102440

88887

78662

78475

75597

72773

64905

63497

同比

增长

7

164

51

0

5

257

4

-20

-1

7

亏损榜前十

名称

ST恒宝

金川科技

天图投资

ST中海

君实生物

壹玖壹玖

ST融信

硅谷天堂

云南路桥

ST致生

净利润

（万元）

-182874

-146713

-135841

-90856

-72292

-62974

-43241

-37429

-35180

-30304

同比

增长

-85

-257

-263

-634

-128

-1160

-633

-205

11

-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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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观察

“五一”后的大跌，令沪指图

表形态完全“失态”，周二虽有反

弹，但弱势仍较为明显。目前沪指

的位置， 正好处于自

2440

点反弹

到

3288

点这波行情的

50%

黄金分

割位

2858

点附近， 其下不仅有平

缓的年线，还有

2804~2833

点的向

上跳空缺口， 暂时的支撑应无大

碍， 但若不能尽快补回下跳缺口

重回

3000

点之上， 则行情将可以

判断为转入弱势整理阶段， 时间

上可以暗合“五穷六绝七翻身”的

股谚。

从本轮行情的上涨逻辑看，

我们此前基本定义为超跌反弹的

资金推动型行情，应是恰当的。这

种行情看似热闹， 但经不起时间

考验，以常见的术语套用，就是来

自外生性而不是内生性。 行情看

起来牛气冲天， 但除了具有震醒

投资者那已经冰冻三尺的市场信

心的作用之外， 行情转变为真正

牛市还是得靠价值的推动。 刚刚

结束的年报数据不如预期， 给投

资信心带来较大的影响， 行情在

“丑媳妇”集中出现阶段（叠加五

一长假）陷入持续调整，也是此前

就能预见得到的。只是，过去的业

绩是静态的， 行情以下跌方式消

化之后， 仍应该用未来的眼光进

行研判。

因此，抬头看去，行情不应该

如眼下受行情带动的市场情绪那

么悲观。 我们此前提到的企业减

税降费，是从第二季度开始的，到

了中报时应会有所反映， 季度业

绩环比也可能因此可以得到乐观

预期， 只要上市公司业绩能走出

低谷， 那么行情也就不可能回到

去年那种低迷的格局， 特别是在

上半年这波行情产生的赚钱效应

示范下。当然，市场博弈中科创板

并未落地， 原先冲击市场的股权

质押和商誉问题尚未真正解决，

尽管这些因素可能会让市场下跌

空间缩窄，但在某些情况下，却有

可能出现多空的切换， 有点灰犀

牛的意味。 本周

A

股意外重挫，正

是年初我们将之归入灰犀牛队列

的贸易摩擦，不过，这只灰犀牛，

相信最终都会被关起来， 行情因

该消息大跌之后， 投资者更没必

要继续“自己吓自己”了。

当然， 若没有利好消息的加

持，短期内市场反弹的弱势，估计

较难改变。 若是从对今年暴涨行

情进行调整的角度， 则目前的调

整在时间和空间上都还有所欠

缺。接下来的行情，可能又将以结

构性为主。这个阶段在选股上，业

绩和题材，最好兼而有之。

王方

133家挂牌公司盈利过亿

□

本版撰文 信息时报记者 张柳静

新三板年报披露期已过。 据股转系统

公告，截至目前，新三板共计10010家公司

须披露2018年年度报告， 除已完成披露及

已提交终止挂牌申请的公司外，尚有597家

公司未能按期披露年报。 在已公布2018年

年报的9413家企业中， 金融类企业齐鲁银

行、担保业龙头中投保、期货业龙头永安期

货等继续霸占盈利榜前列； 恒大淘宝则仍

未脱掉其“亏损王” 的帽子，2018年亏损

18.29亿元再创新高。

9家公司营收超100亿

据东方财富Choice数据统计， 目前已

披露的9413家企业中，平均营业收入为2.01

亿元，相比于2017年同期的1.84亿元上升了

9.2%。 其中，2018年有90家公司营业收入超

过20亿元，53家公司营业收入超过50亿元，

营业收入超过100亿元的有9家。

记者在Choice数据上看到， 营收逾100

亿的9家企业分别是钢银电商、 金田铜业、

翰林汇、永安期货、中建信息、上海中期、天

士营销、 九鼎集团和兴达泡塑。 在营收榜

中，钢银电商以957.15亿元的营业收入再次

位居榜首， 相较于2017年的734.4亿元营收

同比增长了30.3%。 对于业绩增长，钢银电

商称主要系业务趋向成熟， 平台交易量大

幅上升， 同时钢材销售单价及单位采购成

本较上年有所上涨。

记者梳理发现， 钢银电商于 2015年

12月 21日挂牌新三板， 公司主要从事

钢铁现货交易电子商务服务， 2016年以

来连续三年成为新三板“营收王”， 商

业模式逐步清晰。 资料显示， 钢银电

商从2013年起正式运营钢材电商业务， 并

在一年后推出名为寄售的电商业务模式，

卖家可将钢材寄放在钢银平台销售， 目前

其主要盈利方式为交易佣金、 供应链服

务、 O2O服务等。

除了上述高营收公司外， 有的企业则

陷入营收为零甚至为负的尴尬境地。 记者

统计Choice数据发现，2018年有中控智联、

优睿传媒等19家公司营业收入为零， 思考

投资、 金锂科技等4家公司营业收入为负。

其中，2018年营业收入最低的是思考投资，

为-6054万元。 与2017年的1556万元相比，

大降488.96%。 作为一家私募公司，大批基

金到期亏损清算是其亏损主要原因。 思考

投资称，受投资环境影响，私募基金规模增

速下降、整体收益下滑，公司的经营也受到

一定冲击。

另外， 还有一些公司的营业收入也出

现了断崖式下滑。 比如，亿森股份2018年营

收仅有290万元，相比2017年的9.3亿元同比

下降99.7%； 青雨传媒2018年营收为696万

元，相比2017年的4.76亿元暴跌98%。

头部企业盈利较强

据资本邦统计，2018年有133家挂牌公

司盈利超过1亿元，而2017年不到100家，新

三板头部企业盈利较强。 Choice数据显示，

2018年盈利的企业中， 金融类企业齐鲁银

行、担保业龙头中投保、期货业龙头永安期

货继续霸占盈利榜前五， 净利润分别高达

21.6亿元、18.0亿元、8.9亿元。

记者统计发现，在盈利榜前十名中，这

次非金融企业占到了6席， 分别有美畅新

材、麦克韦尔、华强方特、智明星通、英雄互

娱及明石创新，2018年净利润在6亿元~8亿

元，涉及新材料、游戏等产业。 其中，金刚石

工具制造商美畅新材成长速度惊人，2018

年以净利润10.24亿元位居新三板盈利榜第

三。

游戏开发商英雄互娱2018年业绩表现

也不俗，净利润为7.3亿元。 但相比2017年，

其净利则降低了20.47%。 记者梳理发现，英

雄互娱以游戏为主营业务， 专注移动电竞

的游戏和发行，旗下产品有《全民枪战》系

列、《一起来飞车》等，自2015年创立以来连

年实现盈利。 财报显示，英雄互娱目前全球

注册用户已达到4亿。 2019年3月初，英雄互

娱欲借壳赫美集团冲击A股， 但不到一个

月，该借壳计划就折戟。

此外， 有些企业虽然未能跻身盈利榜

前十， 但相比2017年也实现了大幅扭亏。

Choice数据显示， 有逾600家挂牌公司去年

扭亏为盈。其中，2017年亏损2.6亿元的神州

优车在2018年已扭亏为盈， 净利润为2.7亿

元。 而曾被称为新三板“破产第一股”的ST

展唐也扭转了局面，2018年盈利超过1亿

元。

恒大淘宝续当“亏损王”

据Choice数据统计，2018年有52家公司

亏损超过1亿元。 其中，恒大集团和阿里巴

巴合资的足球俱乐部ST恒宝亏损金额超过

18亿元，净资产为-22亿元，再次成为“亏损

王”。 至于亏损的原因，ST恒宝解释称主要

因球员短期租借成本及转会摊销成本较上

年大幅增加， 另外球员薪酬成本也较上年

提升， 同时2018年度转会收入及门票收入

均有所减少。

资料显示，由于净资产为负，自2018年

5月3日起， 恒大淘宝挂牌新三板的证券简

称就变更为“ST恒宝”。 记者统计公开财务

数据发现， 这支足球俱乐部自挂牌新三板

后，2015年-2018年亏损金额总计高达45.5

亿元。

年报显示，恒大淘宝主要靠卖门票、卖

周边产品和卖广告来赚钱，但是由于球员、

教练薪酬成本居高不下，2018年营业成本

高达24亿元， 导致公司目前仍处于亏损状

态。

记者在Choice数据看到， 另外两

家亏损位于前列的公司是锂电池电极

材料生产商金川科技和创业投资机构

天图投资，2018年分别亏损14.7亿元和

13.6亿元。 而在2017年，这两家公司还

位于盈利榜前十， 净利润分别为9.3亿

元、8.3亿元。 金川科技称，因钴价持续

下跌，钴金属库存贬值，导致了巨亏。

天图投资解释称， 受国内资本市场影

响， 当期利润出现了比较大的账面亏

损。

而最令人意外的是， 昔日的新三

板“盈利王”九鼎集团也出现在了亏损

榜上，从2017年的盈利超过11亿元，转

为亏损近2亿元。 据了解，这也是私募

巨头九鼎集团挂牌新三板以来首次出

现年度亏损。 年报显示，高杠杆运作和

跨境布局给公司带来了沉重的财务成

本。

后市行情

以结构性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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