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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利飞

上市公司2018年业绩预告、快报正
密集发布，几家欢喜几家愁。分析湘股
板块数据，2018年可能出现亏损甚至增
亏的公司，大多主业不振；预计营收净
利双增长的公司， 都是主业经营 “给
力”。

华菱钢铁 ，主动终止 “钢铁换金
融 ”，并且抓住市场机遇苦练内功 ，预
计 2018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至少66.3亿元 ，同比增长超
61%，铁 、钢 、材产量及业绩皆创历史
新高 。中南传媒始终专注主业 ，市值 、
利润连续多年位居全国出版上市公
司首位 。

上市公司专注主业、做大做强主业
的重要性与必要性由此可见。尤其在去
年经济增长压力增大、 降杠杆防风险、
中美贸易摩擦的大背景下，强劲有力的
主业发展， 更成为公司稳住业绩的支
撑。

2018年，多家民企生死存亡受到极
大考验与关注。 出现系统性风险的公
司，几乎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快速扩张、

粗放发展、盲目多元化布局。
经济上行时，企业融资较易且融资

规模较大，所获资金若没有用于“加码”
主业， 而是跨界经营甚至用于买房、消
费等五花八门，投资风险的“地雷”就此
埋下；待到经济增长压力增大时，跨界、
多元投资回报弱了、 慢了甚至亏损了，
主业又因为前期没有“备足粮草”出现
困难，公司资金流动性等风险就会凸显
爆发。

从股市角度来说 ，目前的市场环
境 ，对于相对保守 、专注主业 、优质的
上市公司 ，不失为一件好事 。监管层
面越来越注重引导价值投资 ，对不专
注主业 、玩概念 、讲故事的上市公司
全面 、从严监管 ；投资者亦越来越理
性 ，注重长期价值投资的风气越发浓
厚 。

从企业发展角度看，各行各业发展
趋势都向龙头企业集中，而龙头企业基
本上是在一个细分领域持续耕耘多年、
靠专业制胜，如国外苹果、微软，国内华
为、格力。可见聚焦实业、做精主业，才
是企业行稳致远、最终成为一流企业的
不二法宝。

湖南日报2月20日讯 （记者 陈鸿
飞 通讯员 刘国庆 周云龙） 春季是冷
链仓储的淡季，然而， 今天记者在湖南
衡缘集团采访，却看到该集团旗下的北
极冷链项目的月台上，工人们正在忙着
货物的入库工作。北极冷链有限公司负
责人说，冷链仓储投入运营以来，生意
火爆，尤其是春节长假前后，每天出货
量均在60吨左右。

湖南衡缘集团前身为湖南衡缘兴
盛集团， 成立于2010年12月， 是集物
流、建筑工程、房产开发、园林、物业管
理、再生资源、沥青砼生产销售、冷链、
电商等于一体的综合性企业集团，累计
提供就业岗位6000多个。

该集团董事局主席何秋生介绍，投
资1.5亿元建设的北极冷链项目， 采用

国内最先进的自动制冷设备，按国家标
准规划建设，冷库库容5万吨。项目已与
知味大师、御之园等52家客户建立长期
合作关系，年均货物吞吐量将达到15万
吨左右。

2019年， 集团抢抓国家鼓励、支
持民营企业发展的大好机遇，在做活
商品市场、资本市场、完善好快消品
供应链、农产品生鲜服务链、公路物
流产业链、大宗货物多式联运体系等
基础上，将集中力量建好中铁特货衡
缘商品车物流基地、 农产品物流园、
衡缘·中南商贸城、综合智慧能源、衡
缘新城、 凤凰小区和郴州·恭志影视
文化城合作项目等7大重点项目。今
年企业营业收入有望突破18亿元，实
现利润1.5亿元。

湖南日报2月20日讯 (见习记者 唐璐 )今
天，记者从长沙市商务局获悉 ，延续了去年
的良好势头，今年1月，长沙外贸进出口总值
达 160.7 亿 元 人 民 币 ， 比 上 年 同 期 增 长

95.9%。
出口方面，1月出口114.3亿元人民币，同

比增长128.6%； 进口方面，1月进口46.4亿元
人民币，增长44.9%。其中，民营企业占主力地

位， 增长迅猛 。1月， 长沙民营企业进出口
114.9亿元人民币，增长142.4%，占全市进出
口总值的71.5%。

近年来， 长沙外贸进出口在保持高速增长
的同时结构持续优化，动力加快。这主要得益于
扩内需、稳增长，特别是营商环境的不断改善等
一系列促外贸的优惠政策红利展现。 民营企业
作为外贸主体， 持续发力也是拉动外贸增长主
要内生动力之一。

长沙外贸进出口喜迎“开门红”
同比增长95.9%

湖南日报2月20日讯（记者 胡信松 通讯员
吴章松 袁文周）今年以来，新天地集团两大主
业板块实现开门红，其中保安板块1月营业收入
同比增长28.4%，利润同比增长36.7%。

新年伊始，新天地集团确定了“深化改革促
转型，加强管理保增收”年度工作主题，把心思

用在抓发展上， 把功夫下到全面加强内控节支
降耗、全力以赴整合资源开拓市场上。

民爆板块坚持“产业一体发展， 平台功能互
补”的一体化发展方向，同时，加大消防产品市
场推广力度，培育更大的消防产品市场；保安板块
克服1月份冰雪雨天给押运钞车出行带来诸多

不便的困难，重点抓线路优化，由按线路收费逐步
推进到按点收费，有效降低了经营成本，提高企业
效益。两大主业板块实现开门红，高开稳走，为集
团实现年度目标任务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新天地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陈纪明表示，
今年新天地集团将着力推动质量、动力变革，着
力深化改革、管理提升、风险管控攻坚，着力抓
重点、补短板、强弱项，着力强根固魂抓党建，持
续推动集团高质量发展。

新天地集团两大主业高开稳走

湖南衡缘集团：
7大重点项目持续发力
今年企业营业收入有望突破18亿元

专注主业方能行稳致远
谈经论市

湖南日报2月20日讯 （记者 邓晶琎 通讯
员 张韬）元宵过后，年就算过完了。铁路部门
预计，今起至24日将迎来今年春运最后一波铁
路出行高峰。高铁长沙南站从21日零时起开启
“通宵运行”模式，连续两天在零时至6时期间
开行高铁临客。

长沙南站介绍，节后最后一波客流高峰主

要为学生客流和务工客流，预计23日为出行最
高峰。21日至22日， 长沙南站将开启“通宵运
行”模式，车站在零时至6时期间，主要增开往
武汉、广州方向的高铁临客。

铁路部门提醒旅客， 春运期间可提前3小
时检票进站，建议错开进站客流高峰时段（开
车前1小时内）进站。截至20日18时，21日至24

日期间，从长沙往广州、怀化、武汉等方向的高
铁车次车票充足，旅客可抓紧预订。

据省春运办统计，1月21日至2月19日， 春运
前30天，全省累计发送铁路客流1240.96万人次，
同比增长6.49%；其中高铁客流717.84万人次，同
比增长17.91%。在全省铁路、公路、水路、民航等
客流中，高铁客流增速最快。

今年春运最后一波铁路客流高峰到来

长沙南站今明两天“通宵运行”
往广州武汉方向车票充足

2月20日，长
沙火车站客流如
潮。 元宵节过后，
随着高等院校陆
续开学和外出务
工人员的增多，学
生客流、务工客流
叠加，铁路迎来新
一轮返程客流高
峰。

湖南日报记者
李健 摄

春运进行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