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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最大的钾肥工业生产基地，剥离不良资产致巨亏

*

ST盐湖预亏近432亿或暂停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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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 袁婵

) 昨日，*ST

盐湖发布2019年业绩预告，预计全年巨

亏432亿元~472亿元。 记者注意到从亏

损额来看 , *ST盐湖不仅创下2019年A

股亏损之最， 更将刷新A股上市公司亏

损的最高纪录。同时，*ST盐湖发布公司

股票可能被暂停上市的第一次风险提

示性公告。

剥离不良资产致巨亏

关于对业绩造成亏损的主要原因，

*ST盐湖表示， 是破产重整进程中因资

产处置预计产生的损失，初步预计对利

润的影响金额约417.35亿元。

据了解, 2019年11月6日，公司发布

公告称，拟拍卖子公司盐湖镁业和海纳

化工的全部股权和应收债权。 不过，原

价254.27亿元资产包历经6次打折“促

销”仍无人问津，价格也降至29.9亿元。

在公开拍卖无望的情况下，青海国资选

择出手“自救”。 公告显示，青海国资旗

下的汇信资管将以30亿元的价格受让

资产包。

从亏损额来看, *ST盐湖不仅创下

2019年A股亏损之最，更将刷新A股上市

公司亏损的最高纪录。 记者统计发现，

2014年至2018年，A股“亏损王”分别为

中国铝业、酒钢宏兴、石化油服、乐视

网、天神娱乐，它们分别亏损162亿、73.6

亿、161亿、139亿、71.5亿。

2017年是业绩分水岭

资料显示，*ST盐湖始建于1958年，

是中国最大的钾肥工业生产基地，*ST

盐湖钾肥产量占据中国钾肥生产的

83%。 自1997年上市以来，*ST盐湖曾

连续19年保持盈利， 其中2006年~2016

年，*ST盐湖归属母公司股东净利润均

超过10亿元。

2017年是其业绩的分水岭。 公司当

年净利润亏损 41.59亿元， 同比暴降

1319%，是公司上市以来首次年度亏损。

2018年，*ST盐湖继续亏损34.47亿元。

据了解， 是*ST盐湖投入巨资的金

属镁和化工项目拖垮了公司。 以2017年

为例，*ST盐湖镁板块子公司盐湖镁业

净利润亏损31.98亿元；金属镁一体化项

目建设期延长，计提在建工程减值准备

7.62亿元； 海纳化工该年度净利润亏损

15.57亿元。 ST盐湖此前公告也提示，上

述投资项目持续亏损拖累整体业绩。 此

外,部分装置存在资产减值风险,导致公

司盈利能力将大幅下降。

股票或暂停上市

如今， 这已经是*ST盐湖连续第三

年亏损，而据交易所规定，上市公司连

续三年亏损，将暂停上市。 公司股票昨

日收盘报收8.56元，下跌0.23%，最新市

值为238亿元。

自2019年8月*ST盐湖被债权人申

请重整以来，公司股价从5.5元左右一路

上涨，累计涨幅已超过50%。

*ST盐湖公告中表示， 处置亏损资

产不仅是公司涅

槃

重生的必要之举，更

是维护广大债权人和股东利益的重要

举措。剥离上述不良资产后，*ST盐湖的

“老本行”钾肥业务质地相对优良。 2018

年*ST盐湖氯化钾产品的毛利润高达

53.6亿元， 而在2019年业绩预告中，*ST

盐湖称，公司氯化钾产品的销量和售价

均同比有所上升。

中信证券2019年5月份发布研报

称，公司是国内钾肥龙头，将充分受益

于钾肥行业高景气；碳酸锂产能释放有

望驱动业绩增长，期待公司未来盈利能

力逐步修复。

不少公司去年业绩预忧

同花顺数据显示， 截至1月13日有

706家公司发布了业绩预告，目前有191

家上市公司预计2019年的经营情况不

乐观。 数据显示，其中56家公司为预减，

续亏的有32家，首亏及略减的上市公司

数量则为73家、30家。

上述公司中有34家预告净利润下

限亏损数额超亿元以上。 其中，预告净

利润下限亏损数额在1亿~5亿元之间的

上市公司数量为23家， 包括亚太股份、

中超控股、*ST索菱等。 除了*ST盐湖，

还有圣济堂、*ST凯迪、*ST利源、*ST飞

马、*ST北讯、天神娱乐、创新医疗7家上

市公司预计2019年净利润下限亏损数

额超10亿元。

记者梳理上述7家公司亏损的原因

得知，圣济堂、天神娱乐、创新医疗均是

因为对旗下公司资产减值导致业绩大

亏，而*ST凯迪、*ST利源、*ST飞马3家公

司主要受资金流动等方面因素影响、*ST

北讯则是公司部分电信业务暂停所致。

信息时报讯 （记者 袁婵）

根据，沪

深交易所发布的A股上市公司2019年

年报预披露时间表，年报的“帷幕”将由

安靠智电在1月17日

（本周五）

率先拉

开。截至昨日收盘，沪深两市706家公司

已预告了全年年业绩， 其中394家公司

预喜。

安靠智电拔得头筹

沪深交易所上月底公布了上市公

司2019年年报预约披露时间表。根据该

时间表，安靠智电拔得头筹，将于本周

五率先公布2019年业绩报告。

从以往的业绩来看，安靠智电表现

较弱，2016年至2018年， 其净利润增幅

分别为13.81%、9.95%和-5.67%。而根据

2019年前三季度来看， 其净利润为

4599.34万元，同比下滑23.46%。

安靠智电股价去年年底收盘价是

24.93元，在新年的第一个交易日(1

月

2

日

)强势涨停，随后一路上扬，昨日报收

30.48元。 无独有偶，沪市将率先公布年

报的嘉澳环保， 在披露年报时间后，上

月30日股价强势涨停。 分析人士指出，

按照往年的经验来看，年报预约披露较

早的个股会在股价表现上有短期的反

应。

根据预约安排，紧随其后亮相业绩

的分别是海翔药业、焦点科技、嘉澳环

保、镇静股份、东方银星、*ST秋林、平

安银行、花园生物、ST亚星、高新发展。

其中，东方银星的三季报显示，公司前

三季度实现归母净利润1386.15万元，

同比大增136.98%。

394家公司业绩预喜

截至1月13日，706家A股上市公司

披露了2019年业绩预告，394家公司预

喜，预喜比例为55.81%。 其中，略增114

家、扭亏83家、续盈15家、预增182家。

具体来看， 在净利润绝对值方面，

261家上市公司预计2019年净利润超过

1亿元，119家预计超过3亿元，79家预计

超过5亿元，34家预计超过10亿元。

在净利润增长率方面，322家上市

公司预计2019年实现净利润同比增长

超过10%，278家预计超过30%，142家预

计超过100%。 而星徽精密、星期六、康

力电梯、 福鞍股份等公司均预计超过

1000%。

记者梳理发现， 所在行业整体转

暖、主要产品毛利率提升、主营业务收

入大幅增长、并购子公司并表、出售大

额股权或资产等，是业绩预喜的主要原

因。其中，业绩增长率居前的上市公司，

多数涉及上述多种原因。 从行业看，

5G、猪肉、禽产业链、大消费、非银金融

类上市公司业绩表现突出。

前海开源基金公司首席经济学家

杨德龙表示， 从业绩预喜公司行业分

布来看， 主要集中在一些景气度较高

的行业。 目前处于业绩决定行情的市

场， 业绩好的公司股价往往会有更好

的表现。

科创板首份年报备受关注

科创板作为去年A股市场的新成

员， 相关公司的业绩披露备受市场关

注。 同花顺数据显示，截至1月13日，科

创板70家上市公司中已有28家发布了

年报业绩预告。 其中，预增4家、略增11

家、续盈1家，合计预喜16家。

从行业来看，预喜的公司主要集中

在计算机和生物医药行业。从净利润变

化幅度来看，在业绩预告区间较为明确

的科创板公司中，佰仁医疗、建龙维纳

等公司业绩增速相对较快，净利润增幅

均在80%以上。

银泰证券投资顾问徐春辉在接受

采访时表示， 对于科创板公司来说，首

先要看其盈利是否可持续；其次，与常

规板块不同的是，科创板企业的估值主

要来源于其成长性；最后还要看业绩增

长中的“科创属性”，也就是科研成果与

业绩的关联性。

乐鑫科技、 八亿时空两家公司将

于今年2月28日率先披露科创板年报。

据了解， 乐鑫科技的核心产品是智能

物联网领域核心芯片， 公司去年前三

季度的营收为 5.27亿元， 同比增长

59.92%； 净利润为9556.48万元， 同比

增长49.25%。 八亿时空主营业务是液

晶显示材料的研发、 生产和销售。 去

年上半年实现净利润5751.57万元， 同

比减少11.82%； 营业收入2.05亿元，

同比增长1.56%。

平安银行

加盟“集五福”

信息时报讯（记者 梁海祥）

昨

日，记者从平安银行获悉，平安银行

作为支付宝的新春福气品牌合作伙

伴，将加盟支付宝新春“集五福”活

动。

支付宝在今年实施五福开放计

划，与平安银行、中国移动、星巴克

等各大品牌联合派“福”。 用户在集

五福的时候， 不只有机会看到带有

平安银行祝福的福卡， 还能通过福

卡背面的刮刮卡参与活动， 获得平

安银行送上的福气权益。 平安银行

还推出多重加码福利，同步开展“金

鼠送大礼”活动，用户参与游戏就有

机会获得华为 mate30 手机、大疆云

台相机等丰厚好礼。

万华化学宁波工厂

MDI

装置复产

信息时报讯

万华化学昨晚公

告， 公司控股子公司万华化学

（宁

波）

有限公司的 MDI 一期装置

（

40

万吨

/

年）

于 2019 年 10 月 26 日开

始停车检修，MDI 二期装置

（

80

万

吨

/

年）

于 2019 年 11 月 15 日开始

停车检修，截至目前，上述 MDI 装

置的停产检修已经结束， 恢复正常

生产。

年报披露本周五拉开帷幕

业绩预喜股值得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