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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黄利飞

8月底， 上市公司半年报正式收
官。湖南上市公司的“中考成绩单”，亦
悉数亮相。

统计数据显示，97家湖南A股上
市公司， 上半年共实现营业收入约
2363亿元，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约122.8亿元。其中八成公司
营收同比实现增长； 七成公司净利润
实现同比增长。

营业收入 ：4家企业过
百亿，八成公司稳中有升

企业运营如何， 营业收入是一大
考量指标。

2017年上半年，97家上市湘企
中， 华菱钢铁实现营业收入最高，达
350.26亿元，同比增长59.7%。另还有
3家企业的营业收入突破百亿，分别是
营收达215.8亿元的浙商中拓，192.08
亿元的三一重工，以及127.9亿元的中
联重科。

浙商中拓前身系物产中拓，主
要从事以建筑用材为主的大宗商品
供应链集成服务。 不难发现，4家营
收过百亿的企业， 皆处于周期性行
业，今年上半年，其营收皆同比大幅
增长。

上半年营收最低的， 是前不久联
想控股接盘的佳沃股份，仅24.4万元。
公司前身系万福生科，2014年10月开
始实施暂时性停产措施，2015年8月
起对全部产品生产线实施阶段性停
产，进入产业调整期，除少量仓储业务
外，未从事其他业务。

上半年上市湘企实现营业收入同
比增长的公司共有78家，占比80.4%；
其中同比增长超过100%的，有湖南投
资、大康农业、南华生物、天润数娱、开

元股份、山河智能和中科电气，共7
家公司。

湖南投资增长最多，其今年上半
年营收8.5亿元， 同比增长861.23%。
主要原因是公司全资子公司———现
代置业出售的湖南投资大厦商品房
和车位， 带来了7.48亿元的销售收
入。

净利润：13家企业亏损，
18家企业翻倍

净利润反映了企业盈利能力。今年
上半年，上市湘企共有84家企业实现了
盈利，占比86.6%；亏损企业13家，占比
13.4%。

湖南两大工程机械巨头———三一

重工和中联重科， 分别实现净利润
11.6亿元、11.3亿元，位列湘股2017半
年净利榜的第一、第二位。

紧接其后的是净利润9.98亿元的
五矿资本、9.56亿元的华菱钢铁、8.83
亿元的中南传媒， 以及8.24亿元的方
正证券。 这6家企业实现的净利润额，
占上市湘企今年上半年总利润的

48.5%。
亏损的企业中，华银电力、华天酒

店和科力远的亏损数额排前三位，分
别 亏 损 4.57 亿 元 、9753.37 万 元 、
7746.39万元。

上半年实现净利润同比增长的企
业有68家，占比70%；其中实现倍增的
企业有18家，增长幅度最大的是同比

增长1072.39%的中钨高新，其次是同
比增长992.84%的开元股份。

数据显示， 中钨高新上半年实现
净利润5865.56万元，去年同期500万
元。公司方面表示，盈利能力大幅改善
的主要原因， 是旗下株洲硬质合金集
团有限公司的硬质合金产销规模明显
提升，产品销量同比大幅增长。

每股收益：11家企业亏
损，道道全以1.08元居首

与投资者休戚相关的， 当属上市
公司的每股收益， 这意味着普通股东
每持有1股所能享有的企业净利润。

上半年， 每股收益亏损的上市湘
企有11家，每股亏得最多的，是刚上
市不久的国科微电子， 每股收益亏损
0.31元。

在86家半年每股收益为正的企
业中， 绝大部分企业每股收益不超过
0.3元，道道全表现最为亮丽，以每股
收益1.08元，稳坐湘股今年上半年“会
赚” 的头把交椅； 其次是每股收益为
0.72元的老百姓大药房。

每股收益超过0.5元的，还有长缆
科技、 绝味食品和中广天择等6家企
业，以新股、次新股为主。

众所周知， 在半年报分红的企业
不多，推出“高送转”分红方案的更是
少数。道道全粮油上半年拟每10股转
增7股并派发现金红利4.1元， 成为湘
股板块的一道亮丽的风景。

道道全粮油从事食用植物油产品
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今年3月10日登
陆深交所中小板，上半年实现营收14
亿元，同比增长17%；净利润9455.08
万元，同比下降26.77%。公司方面表
示，分红预案符合公司发展规划，预案
实施不会造成公司流动资金短缺或其
他不良影响。

湖南日报记者 熊远帆

名片� � � �
� � � � 杨赟杰，1991年生， 长沙人，长
沙馒头科技创始人兼CEO，其公司
的代步车项目获中国航天科技第八
研究院复材中心战略投资。

故事� � � �
� � � �“最聪明的人是明白自己无知
的人。”

从最开始创业一马平川， 到只
坚持做好一件事，今年26岁的杨赟
杰， 现在很认同苏格拉底说的这句
话。

8月17日， 杨赟杰的公司和中
国航天科技第八研究院复材中心签
订战略合作协议， 孕育两年多的代
步产品终于可在年底投入市场。

早在读大二时， 杨赟杰就开始
创业，动机非常朴素：不喜欢所选专
业，与其拿着家里的钱混日子，不如
出去赚钱。

第一次创业， 运气好得难以想
象。

在学校，他摆起一个只有6块砖
大小的摊位卖卤肉卷， 生意好得不
得了， 没过多久就积累了本金开了
一家店。

后来，生意越来越好，还被一些
电视媒体报道， 一时间几百人上门
要加盟。

梦幻般的成功让杨赟杰自鸣得
意，觉得自己有做生意的天赋，钱好
赚。于是，开始接触各种项目，四处

投资，也就顺理成章栽了大跟头，生
意由盛转衰， 最后只得把店子一个
个卖掉。

虽然遭遇失败， 杨赟杰倒不气
馁：“至少吃亏吃得早嘛。 对创业而
言， 再聪明的人， 如果不能集中精
力，就做不好。”

在杨赟杰心里， 一直觉得做餐
饮“不够酷”，当初做餐饮只是因为
前期投入少，回本快。

“这回要做又帅又酷的事！”杨
赟杰想起曾做过的一个代步车项
目，这种车一个轮子可以骑着走，刚
出来时特别火。当时，他开了3家代
理店， 大量囤货， 结果市场很快变
化，亏了很多钱。不过，他发现自己
挺喜欢这种有些科技味的东西，于
是跟几个小学和初中同学组成一个
创业团，开始了新的创业。

近年来，从平衡车到共享单车，
个性化的智能出行领域一直受资本
青睐。

“在城市使用公共交通系统，会
面临地铁转公交、公交转地铁，这段
距离往往在1公里左右，就形成了个
人出行的交通痛点。”杨赟杰针对这
个痛点， 想要做一款折叠式电动滑
板车，车身用特殊材料，小巧轻便，
平时可折叠收缩成一个杆子， 背在
背上。

不过， 这只是杨赟杰的一个设
想，对于技术上的事，他一窍不通。
他必须找到自己的技术团队。

大学没读完的杨赟杰，“忽悠”
到了一个湖大的博士团队。 但后来

他发觉， 这个团队研发能力虽然很
强，但没接触行业，只是懂结构怎么
弄，怎么画图，并不懂市场需求。于
是，他开始整合自己的团队，中途吸
纳北大的博士等加入，以技术入股。

但科技行业太烧钱， 合伙的起
步资金一下就没了。 几个联合创始
人去跑滴滴赚外快， 然后给员工发
工资。用蚂蚁花呗、信用卡的钱买东
西过日子。一个团队成员要结婚，大
家没钱打红包， 就把公司一台才开
了一个月的空调卖了1000元，给他
去打红包。

就这么熬着， 熬到第一笔资金
进来。

现在杨赟杰觉得， 创业真是一
件很苦的事， 成功非常不易：“但是
我认为，创业就是今天很残酷，明天
更残酷，后天很美好。很多人死在了
明天晚上，我们要坚持到后天！”

八成湘股上半年营收稳中有升
18家公司业绩翻倍，道道全分红最“慷慨”

湖南日报记者 蒋睿 通讯员 高燕

今年57岁、 在驾驶岗位上干了
30多年的湘潭交通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湘潭交发集团）118
路公交车驾驶员周力量， 一次驾车
途中突发肠痉挛。紧要关头，他首先
想到的是乘客的安全，强忍疼痛，拼
尽全力，将车安全停靠，保障了车上
乘客与路上行人的安全， 在莲城湘
潭传为佳话。他也因此上了“湖南好
人榜”，被评为“敬业奉献好人”。

8月底， 记者见到周力量时，他
已由于身体原因， 从驾驶一线转岗
至调度站， 但他对驾驶工作仍依依
不舍。

“干了这么多年司机，现在不摸
方向盘了，感觉真不习惯。”周力量
笑了笑说，如果不是那天突发疾病，
集团领导要求转岗， 他很想继续为
118路线上的乘客们服务。

今年4月27日上午7时，周力量
同往常一样准时出车。 但车开到一
半，他的下腹开始隐隐作痛。

“师傅，您是不是病了，要不要
去看医生？”车上一个乘客见周力量
脸色铁青、满头冒汗，赶忙喊道。

“本以为还可以坚持开完全程，
没想到实在痛得厉害， 晕了过去。”
说起这事，周力量深深叹了口气。

踩刹车、挂空挡、拉手刹、打双
闪， 已疼得意识模糊的周力量仍清
晰记得这些动作。在完成整套操作、
将车安全停靠后， 周力量已痛得直
不起身，蜷伏在方向盘上晕了过去。

只有平日对操作烂熟于心，才
有可能在意识模糊状态下完成整套

紧急处置动作。 周力量的娴熟技术与
面对突发事件时的镇定，是在30多年
的驾驶生涯中慢慢积淀的。 他说：“我
跟运输打了一辈子交道。”

17岁当兵，21岁转业到武钢跑运
输。1992年到深圳，做了5年公交车驾驶
员、11年出租车司机。 周力量多次被评
为“模范驾驶员”“优秀驾驶员”等。由于
成绩优秀、表现出色，2012年，已经52岁
的周力量回到故土湘潭时，被湘潭交发
集团破格录取为公交车驾驶员。

“优秀驾驶员”“五星驾驶员”“群
众最满意驾驶员” ……翻开周力量的
履历表，记者发现，里面获奖栏被众多
荣誉填满。

“表格只有这么大，部分荣誉还没
有写进去呢。”湘潭118路公交车的王
海文说，能获得如此多的荣誉，这与周
力量多年细心的服务、 热忱的态度密
不可分。

王海文介绍，每天发车前，周力量
都会仔细打扫车内卫生， 为乘客创造
整洁的乘车环境。 在监控视频里经常
可以看见，周力量遇到老弱病残乘客，
主动下车背扶， 并鼓励车内乘客积极
让座。

今年4月，全国道德模范“板凳妈
妈”许月华乘坐118路公交车去看病，
恰巧遇到周力量开车。看到许月华，周
力量拉好手刹， 迅速下去将许月华背
上车。“当时以为只是一位普通的残疾
人， 没想到她居然是全国道德模范。”
周力量说。

周力量的服务感动了许月华。在一
次“湖南好人榜”发布会上，许月华特意
找到周力量合影，当面表达自己对周师
傅下车背扶她上车的感激之情。

湘潭交发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胡
湘南说，周力量开车时，公司每月都会
接到2至3个表扬他的电话，一些乘客还
专程送来感谢信和锦旗。周力量认真负
责的工作态度和乘客利益高于一切的
工作追求，生动诠释了公交驾驶员“安
全第一、服务至上”的工作理念。

■点评

安全第一、服务至上，细致入微、
热忱贴心。在30多年驾驶生涯中，凭着
对职业的坚守、对乘客的关爱，周力量
用自己的行动温暖了许多人， 也赢得
了许多人的称赞。

爱岗敬业，就是要热爱本职工作，
并且用一种恭敬严肃的态度对待自己
的工作，干一行爱一行干好一行。做到
了这一点， 在平凡的岗位上就能做出
不平凡的业绩来。

湖南好人·每周一星

因为敬业，所以优秀
———记湘潭公交车驾驶员周力量

周力量 通讯员 摄

杨赟杰：“要坚持到后天”

杨 杰 图/张杨

娄底经济开发区，华菱安赛乐米塔尔汽车板有限公司全景。（资料图片） 湖南日报记者 童迪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