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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黄利飞

当前， 沪深两市上市公司2018年业绩预
告、快报密集发布。湖南104家上市公司中有
89家公司披露了去年业绩预告或快报， 其中
岱勒新材1家公司正式发布了年度报告。

统计数据显示，预计盈利的湘股达八成，
但预计业绩同比增长的公司只有三成； 真正
专注于主业的公司，业绩大多都“拿得出手”。

业绩预盈公司71家，占比79.8%
春节假期后第一周，A股主要指数普

涨；第二周伊始，行情分化明显，许多资金
对“年报行情”严阵以待。因年报未出、预告
先行，股价走势能从预告、快报中捕捉“蛛
丝马迹”。

截至目前，湖南104家上市公司中有89家
发布了去年业绩预告或快报， 其中71家公司
预计净利润为正，占比达79.8%；预计业绩亏
损的企业有18家，占比为20.2%。

预计净利润规模排湘股前三位的， 分别
是华菱钢铁、 中联重科和爱尔眼科。2018年3
家公司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至

少能达到66.3亿元、19.5亿元、9.65亿元。
预计2018年业绩亏损程度排湘股板块前

五位的，是湘电股份、千山药机、株冶集团、拓
维信息、天舟文化。其中湘电股份因为2018年
产品量价齐跌、 配件检修及更换以及计提坏
账准备等原因，预计亏损19.8亿元左右。

值得注意的是，拓维信息、天舟文化等公司
的巨额商誉减值，是2018年预亏的一大原因。

湘股预盈公司占近八成， 但预计业绩同
比实现增长的公司仅有28家，占比为31.46%。
去年，经济增长压力增大、贸易摩擦等因素影
响，不少公司“凉意”袭身。

发布业绩快报湘股，实力强业绩佳
28家预增的公司中， 预增幅度最大的是

佳沃股份。 公司2017年净利润为244.9万元，
2018年预计实现净利润2350万元至2700万
元，增长幅度为859.42%至1002.31%。

不过，佳沃股份净利润的主要来源，是出
售部分非主业资产所获得的2100万元非经常
性损益收入。

但目前已经发布业绩快报的10家公司，
真正是“实力出镜”。

如克明面业2018年营收为28.56亿元，同
比增长25.85%；净利润为1.89亿元，同比增长
67%。公司业绩增长主要得益于其营销渠道下
沉和营销策略效果良好， 营业收入保持稳定
增长；公司持续加大内部管控力度，提高生产
效率，面粉自给率提升，毛利率得到提高。

奥士康2018年实现营收22.37亿元，同比增
长28.83%； 实现净利润2.43亿元， 同比增长
40.46%。其业绩增长的原因是产能扩大、产量增
加以及价格更高的多层电路板销售占比上升。

绝味食品、艾华集团、汉森制药、宏达电
子等公司，2018年皆实现了营收净利双增长。

细研公告， 大多实现营收净利双增长的
公司， 主业经营强劲有力、 行业竞争能力突
出，可见优势企业成长性突出。

截至目前，湘股板块只有岱勒新材1家公
司发布了2018年年度报告。 受产品金刚线销
量、 价格大幅度下滑以及新成立子公司前期
投入较大的影响， 岱勒新材去年实现营业收
入3.3亿元，同比下降24.22%；净利润3400万
元，同比下降69.46%。

大多数公司的2018年年报，将在3月中下
旬至4月正式发布。

� � � � 湖南日报2月19日讯 （记者 刘永涛
通讯员 陈慧） 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今
天发布的全省金融运行情况显示：1月末，
全省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贷款余额为
37786.9亿元，同比增长14.8%，增速比上
年末提高0.4个百分点。1月份新增1201.3
亿元，同比多增246.4亿元。

分期限看， 短期贷款同比多增。1月
末，全省短期贷款余额8428.4亿元，同比
增长13.7%。1月份新增323.3亿元，同比多
增146.5亿元。其中，企业短期经营性贷款
和贸易融资分别新增223.3亿元、37.0亿
元。

票据融资方面，1月份全省票据融资
新增116.0亿元，同比多增158.6亿元。

分主体看， 住户贷款同比多增。1月末
全省住户贷款余额13582.3亿元， 同比增长
20.7%， 增速比上年同期提高1.1个百分点，
比上年末提高0.2个百分点。1月份新增
309.7亿元，同比多增75.4亿元，其中个人消
费贷款新增239.9亿元，同比多增34.2亿元。

非金融企业及机关团体贷款同比多
增。1月末全省非金融企业及机关团体贷
款余额24102.9亿元， 同比增长11.8%，增
速比上年末提高0.5个百分点。1月份新增
896.9亿元，同比多增179.2亿元。

� � � � 湖南日报2月19日讯 （记者 刘永涛
通讯员 陈慧） 人民银行长沙中心支行今
天发布的全省金融运行情况显示：1月末，
全省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
49915.7亿元， 同比增长4.1%；1月新增存
款913.8亿元。

具体看，住户存款同比大幅多增。1月
末，全省住户存款余额26588.4亿元，增长
12.9%。1月份新增1200.0亿元， 同比多增
1038.7亿元。

另一方面， 非金融企业存款同比少
增。1月末， 全省非金融企业存款余额
13073.2亿元，同比增长-8.7%，增速比上

年同期下降24.5个百分点， 比上年末下降
3.0个百分点。1月份新增27.2亿元，同比少
增457.6亿元。

财政性存款净下降。1月末，全省财政
性存款余额706.2亿元，增长-29.2%，增速
较上年同期下降86.0个百分点。1月份净
下降247.6亿元，同比少增455.7亿元。

非银行业金融机构存款同比少增。1
月末， 全省非银行业金融机构存款余额
1881.5亿元，同比增长3.3%，增速比上年
同期下降55.8个百分点， 比上年末下降
18.4个百分点。1月份新增29.1亿元， 同比
少增269.4亿元。

� � � � 湖南日报2月19日讯 （通讯员 林俊
记者 周月桂 ） 东南亚是省内旅客出境
游的热门地，但千万别在当地购买象牙
及其制品。 长沙海关今天发布信息称，
2019年春节前后1个多月， 海关工作人
员已在长沙黄花机场口岸查获4起入境
旅客非法携带象牙制品案例，累计查获
象牙制品13件，均为从老挝、柬埔寨、泰
国等东南亚国家入境的回国游客或务
工人员在当地购买的。

长沙海关介绍，我国自2017年12月31
日起全面停止商业性加工销售象牙及其
制品，个人非法购买、携带象牙制品入境，
一旦被海关查获，由海关依照相关规定予

以处罚，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将依法追究
刑事责任。 根据海关总署的统一部署，长
沙海关严打象牙等濒危物种及其制品走
私，强化口岸现场精准布控，对高风险来
源地的入境航班重点监管，最大限度遏制
象牙等非法贸易行为。

此外，1月25日长沙海关还在长沙黄
花机场口岸从入境旅客携带物中查获濒
危野生动物牙齿3颗，经鉴定为《濒危野生
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中大型猫科
动物（虎、豹、狮等）牙齿。

长沙海关提醒进出境旅客，切勿携带
象牙、虎牙、犀牛角、穿山甲鳞片等濒危动
植物及其制品。

� � � � 湖南日报2月19日讯(见习记者 唐曦 通
讯员 文兰)2月18日，南岳首届旅游产品创意
设计大赛颁奖典礼举行，这项历时一年的“旅
游+文创”大赛圆满落幕。

这次大赛以“天下南岳·创意有礼”为主
题，于去年1月启动，共收到旅游文化衍生品、
土特产包装设计、 旅游工艺品和南岳衡山

LOGO设计等4大类参赛作品726件。最终，黄
文达、郑丽丽创作的《行走衡山》获实物类金
奖，陈柏文设计的《火神祝融》获设计类金奖，
另外评出银奖、铜奖、优秀奖、入围奖若干。

记者在颁奖现场看到， 获奖作品颇具南
岳特色与时代气息，很好地展示了南岳地域、
历史、文化特色，表现出南岳的独特底蕴和魅

力。南岳区委书记曾建华介绍，接下来南岳将
对参赛的优秀作品进行推介、孵化和运营，打
通文化创意与旅游市场之间壁垒， 让南岳文
旅产业做大做强。

近年来， 南岳区着力推动文旅融合发
展， 先后组织举办了首届南岳旅游产品创
意设计大赛、南岳庙会等一系列文旅活动，
有效促进了南岳文创产业与旅游经济发
展。去年，南岳区旅游总收入首次突破100
亿元。

通讯员 唐小平 殷玮
湖南日报记者 邓晶琎

19日晚7时许，正是千家万户共吃元宵团
圆饭之际。 在长沙市湘府嘉园小区的一户居
民家中，一对父女准备好了一桌饭菜，正期盼
着女主人归来。

约1小时后，刚值乘完一趟临客列车的林
秋英匆匆赶回了家。

“妈妈， 我们一家三口终于一起过元宵
啦！”女儿袁雅娟兴奋地奔向林秋英。这是袁
雅娟出生25年来， 一家三口第一次在一起度
过元宵节。

这一家三口都是中国铁路广州局集团长
沙客运段的列车员。男主人袁光明，来自永吉
车队；女主人林秋英，在京张车队；女儿袁雅
娟， 在高铁动车一队跑长沙直达香港西九龙
的高铁列车。

在林秋英的记忆里， 和袁光明结婚以来

就鲜有一起过春节的印象。
“我们为了好照顾孩子，两人在春运期间

都错开出乘日期， 所以我们这二十几年来从
没有在家一起吃过年夜饭。”

有一年除夕，夫妻俩值乘不同的列车到了
张家界车站，两人在不同的站台，互相对望几
眼，然后各自继续出乘。

女儿两岁那年除夕，夫妻俩都要出乘，林
秋英只好带着婆婆、女儿一起上车。“我值乘，
她们陪我车上过年。”

有着40年跑车经验的袁光明， 回想起过
去跑春运的日子，感慨万分。

“最难忘的是跑‘闷罐车’（用铁路棚车代
替客车运送人员的车辆），那时的人多得挤不
开。”袁光明说，现在不仅有了高铁，连绿皮车
的条件也极大改善，旅客乘车、列车员值乘都
更舒适了。

提起女儿，夫妻俩都很骄傲。袁雅娟大学
毕业后， 通过校园招聘， 也成为了一名铁路

人。去年9月，在长沙客运段的公开选拔中，她
进入了香港西九龙车班， 值乘长沙直达香港
西九龙的高铁列车。

大年初八晚，袁雅娟首次值乘“红眼”高
铁，回乘已是次日凌晨3时，可她并不觉得苦
和累。

“现在比爸爸妈妈那时候的条件可要
好太多了！”袁雅娟不但不娇气，反而心怀
感恩。

由于过港列车对列车员的服务要求更
高， 袁雅娟充分利用空余时间学习两地文化
及英语和粤语，业务能力不断精进。

25年来， 袁雅娟已经习惯了在外婆或奶
奶家过春节。今年，难得一家三口一起过元宵
节， 袁雅娟拿起手机和爸爸妈妈一起自拍一
张全家福。

“祝福全家人幸福团圆！”在欢声笑语中，
橘子洲头烟花璀璨， 照亮了这座城市里追梦
的奋斗者。

通讯员 李悦 靖如洁
湖南日报记者 邓晶琎

“亲爱的男神们，这是我写给你们的第12
张请假条，今天是元宵节，本来答应一起去街
上逛花灯， 可我临时接到任务……等明天一
定补给你们。”

这是常德火车站的计划员朱冬英写给丈
夫和儿子的一张请假条。

19日下午，朱冬英忙完了工作，正打算回
家吃团圆饭，计划室的电话响起了。由于部分
列车晚点， 朱冬英和其他同事必须加班整理
停运信息、售票额等数据。

就在丈夫施锦阳把饭菜送到计划室之
时，朱冬英赶紧写下了这张请假条，请丈夫转
交给儿子。

施锦阳也在常德火车站工作， 两人一起给
儿子施皓铭“放鸽子”已是常事。

2014年6月的一天， 夫妻俩因为加班，没
有赶上儿子的家长会，施皓铭非常失落。心疼
不已的朱冬英当晚写下了给儿子的第一张请
假条，并一字一句地读给儿子听，她希望用这
种诚挚的方式，获得儿子的理解。

和其他孩子相比， 施皓铭懂事很早。6岁
起，他就学会了自己煮面条、打扫房间。

儿子越懂事，越让朱冬英难过。她和丈夫

尽量错开加班时间， 夫妻俩在家时也从不对
儿子抱怨工作辛苦， 而是细细讲述工作的乐
趣、铁路人助人为乐的事迹。

“希望儿子能感受到，我们工作的忙碌是
有意义的， 尽量用欢乐来填补陪伴的缺失。”
朱冬英说。

“儿子你知道吗，爸爸妈妈在的火车站把2
万5千名旅客送到他们要去的地方了，棒不棒！”

“儿子， 今天一个小哥哥把钱包丢在车
站，爸爸妈妈的同事找到还给了他，你以后捡
到别人的东西会怎么办呢？” ……

这12张请假条，纸短情长，诉不完一对父母
对儿子深深的歉意和无尽的爱。

近八成湘股2018年预盈 全省各项贷款增速继续回升
1月份新增1201.3亿元

全省各项存款余额逼近5万亿元
住户存款同比大幅增加

春节前后长沙海关
查获象牙制品13件

海关提醒进出境旅客，切勿携带濒危动植物及其制品

南岳首届旅游产品创意设计大赛落幕

一家三口同跑客运
25年首次共度元宵

朱冬英的第12张请假条

赶订单 生产忙
2月18日，湘西经济开发区湖南索雅特服装有限公司，工人在忙着加工春装。春节假期

过后，该企业立即开工生产，以满足春季服装生产订单的需求。 张术杰 向雅生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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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净利润排前三的是华菱钢铁、中联重科和爱尔眼科
●大多数公司2018年年报将在3月中下旬至4月正式发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