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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黄利飞
通讯员 贺正鑫

2020年已过半，各大上市公司上
半年的经营业绩数据陆续“出炉”。按照
交易所规定，报告期内若业绩出现较大
变化，如净利润为负值或净利润同比增
减幅度超50%，需要发布业绩预告。

截至7月15日，湖南有1家公司正
式发布了2020年半年报，另有36家公
司发布了2020年上半年业绩预告。37
家公司中，26家业绩“报喜”，11家公司
预计出现亏损。

制造业“成色”十足
疫情之下，企业正常经营活动受

阻。面对同样相对不利的外部环境，今
年上半年谁更能抵御风险、逆势增长？

拓维信息发布的“双增长”业绩，
为湖南上市公司“打”出了一个不错的
中报“开局”：公司上半年营收 6.03 亿
元、净利润 3607 万元，分别同比增长

10.58%、23.46%。
更大幅度的增长还“藏”在业绩预

告中。湖南上市公司已发布的半年报
业绩预告数据显示，中联重科预计上
半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38亿元至42亿元；华菱钢铁预计盈
利 29.3 亿元至 31.3 亿元；蓝思科技预
盈19.08亿元至19.24亿元。

半年净利润规模超10亿元的公司
有4家，其中中联重科、华菱钢铁、蓝思
科技3家企业皆属于制造业。不仅如此，
环保检测设备制造企业力合科技、高压
开关制造企业长高集团，预计能实现的
净利润皆超过1亿元；数控机床制造企
业宇环数控、新型功能涂层材料制造企
业松井股份，业绩皆好于去年同期。

从工业制造到电子信息制造，再
到新材料制造，湖南制造行业的“成
色”可见一斑。

部分公司业绩向好，与相关领域
的持续景气发展、下游客户需求旺盛
密切相关，但疫情之下攻坚克难、“练

好内功”危中觅机，更是企业利润增厚
的重要原因。

如中联重科上半年陆续开展了60
余场新品订购、服务指导直播，实现了
线上线下产业联动；同时强化供应链
管理和保障，严控各项费用支出，销售
规模在增长，但平均生产成本和费用
率同比显著下降。蓝思科技克服疫情
影响，及时、可靠地保障了下游客户的
交付需求，夯实了公司的竞争优势和
行业地位，进一步赢得了客户的信任
与支持，扩大了公司在全球优质细分
产品领域的市场占有率。

民生相关行业利润可观
老百姓的生活，离不开吃穿用度。

因此，生物医药类、休闲服务、食品饮
料上市公司，向来是资金“青睐”的防
御性品种。

疫情袭来，生物医药类公司同时收
获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湘股三诺生
物上半年全力保障产品全球供应的同

时，新增自主研发的新型冠状病毒抗体
检测试剂盒（胶体金法）的销售，增厚了
公司业绩。公司预计上半年盈利1.49至
1.75亿元，同比增长15%至35%。

芒果超媒多部剧集和综艺节目持
续热播，为“战疫”生活添彩不少，在观
众和商家的追捧中，上半年业绩“水涨
船高”，预计超预期实现净利润10.4至
11.4亿元，同比增长29.42%至41.86%。

表现尤为亮眼的，当属人们“吃”出
来的业绩。卖猪肉的唐人神、新五丰，净
利润分别超4亿元、超1.6亿元，预计同
比增长超788%、3227%。卖鸡肉的湘佳
牧业净利润预计同比翻番，至少达1.35
亿元。挂面产销两旺，让克明面业业绩
同比最高增长121%，预计实现净利润
1.8亿至2.3亿元。盐津铺子半年业绩或
超去年全年业绩1.28亿元，股价至7月
16日收盘已达99元/股，市场普遍看好
评价其“休闲白马扬帆起航”。

不过受疫情影响，酒店餐饮、旅游
公司受到重挫。

不惧疫情影响，
26只湘股上半年“报喜”

湖南日报7月16日讯（记者 段涵
敏 通讯员 黄德建）疫情防控进入常态
化，一些机构要求员工在上岗前做好必
要的新冠病毒核酸检测，为复工复产复
学提供保障。记者今天从湖南省卫生健
康委获悉，湖南省核酸检测预约和报告
查询系统上线，“一键式”实现核酸检测
预约、缴费、查询检测结果。

核酸检测具体预约流程为，进入
“湖南省居民健康卡”公众号，点击“健
康卡”，在“医学检验预约”中即可选择
地点和预约日期时间。完成核酸检测
后，根据提示的预估时间即可查询电子
检测报告，不用前往检测机构拿纸质报
告单，安全、便捷又省事。

哪些人群需要做核酸检测呢？省卫
健委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对于新型冠
状病毒的检测实行“应检尽检，愿检尽
检”原则。针对重点人群，实施应检尽

检，尽可能发现潜在的感染者，降低疾
病传播的风险，例如病例的密切接触
者、发热患者、新入院患者以及陪护人
员，海外入境人员要进行检测，针对医
疗机构、养老机构、儿童福利机构以及
监所的工作人员、口岸检疫人员、边防
检查人员也要开展检测。对其他人群实
施愿检尽检，所有自愿检测的人群都可
以检测，优先组织、有序引导做好学校、
幼儿园的工作人员，来自疫情重点地区
的复学学生，还有公共交通工具以及客
运场站的服务人员，复工复产单位的新
到岗或者返岗人员的检测，这些主要是
提升无症状感染者发现的可能性。

曾在本省或外地做过核酸检测，均
可通过“湖南省居民健康卡”微信公众
号中的“报告记录”功能进行查看。该检
测报告国内通用，各省之间互认，具体
请遵守当地政策。

湖南省核酸检测预约
和报告查询系统上线

检测报告国内通用

经济
视野

湖南日报记者 黄柳英
通讯员 严洁 蒋云

7 月 15 日下午，东安县井头圩镇
八字门村宇铭雕刻艺术馆里，37 岁的
唐国强坐在轮椅上，正在一尊一米多
长的黑色木桩上精雕细刻。刀起刀落
间，云朵和人物已经显露雏形。

因为腿脚无法施力，雕刻过程中，
唐国强一只手按压，一只手雕刻，才能
避免木桩失衡倾倒。尽管诸多不便，但
雕刻这样大的作品，他只花了一周时
间。

从20岁自学木雕开始，唐国强已
经与木头打了17年交道。头7年，唐国
强靠这门手艺一共只赚了不到 6000
元。而现在，他已经是以日计费，月入

近2万元的雕刻大师。这些年来，在他
的残疾人就业扶贫基地里学习、工作
的村民累计 200 多人，月最高工资达
到 7000 元。还有 60 余人学成后自主
创业，在木雕行业找到了一席之地。

虽然事业有成，但唐国强全年无
休，每天都要泡在工作室8个小时。下
班后，过条马路就到家，生活单调枯
燥。时常有人劝他，钱是挣不完的，不
如给自己找点乐子。唐国强说，跟钱没
关系，现在创作就是他最大的乐趣。

不过，唐国强与木结缘，却是因钱
而起。9 岁那年，他因患急性脊髓炎导
致下肢瘫痪。后来，哥哥因车祸失去双
腿，母亲患乳腺癌离世。父亲一人耕种
4 亩田，勉强支撑起一家人的生计。为
了减轻父亲的担子，还在上小学三年

级的唐国强选择辍学。好在他头脑灵
活，又刻苦，在家自学了从小学到高中
所有课程，还在今年拿到了汉语言文
学的专科文凭。

唐国强选择做木雕的原因很简
单：不用走动，可以自学，能挣钱。家里
没钱买雕刻工具，他便用别人不要的
断钢锯条、废弃钢丝等自做工具。苦练
7 年，唐国强逐渐找到了门路，也接到
一些小单子。27岁，他踌躇满志地参加
湖南省残疾人职业技能大赛，获得第6
名。比赛之后，他拜第一名获得者、湖
南省工艺美术大师肖韶山先生为师。

2015 年，唐国强入选省自强人才
培养计划，师从长沙理工大学雕塑系
朱世郎教授。此时的他已做了 12 年
木雕，在业内也有了一些名气。但一

入校门，他还是从最基础的素描、捏
泥塑学起。苦练一年，唐国强才开始
创作自己的第一件作品。“成品出来
的时候，我觉得我赋予了他生命，那
种感觉之前从未有过。”从那时起，他
真正爱上了木雕，从模式化制作转向
艺术性创作。

2018 年，他的作品获得业内最高
奖——中国“金凤凰”创意产品设计金
奖。其作品去年卖到了广东、福建等
地，产值200多万元。

“每天都比昨天的自己更好一
点。”对于唐国强，努力已经成了一种
生活惯性。他正计划将工作室搬到市
区，不仅带动更多残疾人、贫困户就业
增收，还要与学校合作开办非遗实践
基地，将木雕技艺传承下去。

“每天都比昨天的自己更好一点”
——东安县残疾人木雕大师唐国强的艰苦成才之路

湖南日报7月 16日讯（记者 黄
利飞）创业板上市委今晚发布公告，安
克创新科技股份有限责任公司首发申
请获通过。安克创新成为我省第一家
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下成功过会
的企业。

安克创新是中国出海品牌的领军
者，主要从事自有品牌的移动设备周
边产品、智能硬件产品等消费电子产
品的自主研发、设计和销售。主要产品
有充电类、无线音频类、智能创新类三
大系列，拥有多个知名品牌，在全球主
要发达国家或地区拥有较高的知名度
和美誉度。

公司此次首次公开发行的A股股
票不超过4100万股，拟募集资金14.1
亿元，主要用于深圳产品技术研发中
心升级、长沙软件研发和产品测试中
心、长沙总部运营管理中心建设和升

级项目与补充运营资金。
公司积极拓展移动电源及锂电相

关产品、充电类产品、音频类产品、数
据类产品、扫地机器人等的领先技术，
不断提升智能充电、智能家居、智能车
载等智能硬件的功能模块与运行性
能。各类产品性能优异，积累了广泛和
良好的口碑，多款产品在亚马逊平台
上位列最畅销产品和推荐产品。

2017 年至 2019 年，安克创新净
利润分别为 3.29 亿元、4.27 亿元和
7.22 亿 元 ，年 复 合 增 长 率 高 达
48.21%，整体利润水平较高，且呈现
出快速的增长态势。

截至目前，除安克创新已拿到创
业板上市“入场券”外，湖南还有族兴
新材、养天和大药房、星邦智能、恒光
科技、创智和宇5家企业的创业板上市
申报材料获受理。

安克创新成功过会拟登陆创业板
系我省第一家创业板改革并试点注册制下

成功过会的企业

湖南日报7月16日讯（记者 陈
淦璋）今年是我省实施企业上市“破零
倍增”计划的第一年。今天召开的全省
各市州金融办资本市场工作座谈会透
露，上半年全省新增 A 股上市公司 7
家（含科创板4家），分别是和顺石油、
威胜信息、南新制药、金博股份、松井
股份、湘佳股份、宇新股份，首发上市
融资 63.62 亿元，全省 A 股上市公司
总数达到112家。

我省2020年起实施企业上市“破
零倍增”计划。力争到2025年，全省境
内外上市公司数量达200家以上，直接
融资总额增长50%以上，资产证券化率
提高5%以上，居中部省份前列；暂无上
市公司的市州要实现“零的突破”。

省地方金融监督管理局介绍，今
年以来，我省克服疫情不利影响紧紧

抓住资本市场领域改革的重大机遇，
全面推进企业上市工作。圣湘生物从上
报科创板上市材料到上交所过会，仅历
时110天，创造了我省企业最快过会速
度。长沙市A股上市公司数量已达66
家，占比接近六成，岳阳市（10家）、株洲
市（8家）、益阳市（7家）处于第二梯队。
积极推进新三板精选层挂牌，德众股份
已申报精选层，华光源海、天济草堂已
向湖南证监局辅导报备。

上半年我省还推进多项资本市场
改革。区域性股权市场科技创新专板
顺利开板，首批 16 家企业挂牌；出台

《资本市场县域工程行动计划（2020-
2025）》，启动资本市场县域工程全覆
盖工作；省财政厅和省地方金融监管
局联合出台支持我省区域性股权市场
发展的若干措施。

湖南企业进军资本市场
“乘风破浪”

上半年新增A股上市公司7家，首发上市融资63.62亿元

湖南日报7月16日讯（记者 胡信
松 通讯员 马小丹）“坐车来，开车走。”15
日，湖南盐业股份有限公司举行2020云
客户大会颁奖仪式，5位来自省内外的雪
天盐经销商喜提“神车”五菱宏光。

今年初，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对消
费行业冲击显著。为回馈终端客户，助
力销售复苏，湖南盐业在今年的云客户
大会推出包括五菱宏光、1 吨中高端食
用盐在内的系列奖品，重奖经销商，开
拓全国市场。

本次活动，除面向经销商的“私域线
上直播会议”，公司还请来知名主持人马
可及59位明星、网红，直接针对目标消费
者定向联合推介，分享流量红利。

据统计，本轮雪天盐直播活动覆盖
总人数超过3257万人次，总销售额超过
1672 万元。直播当天，雪天盐天猫旗舰
店同期增长率超1456%，直播期间每分
钟下单人数131次。

作为全国盐行业第一家产销一体、
跨省联合的现代股份制企业，湖南盐业
不断创新，始终致力为这一传统行业注
入源源不断的新变化、新活力。

2017 年“ 盐 改 ”实 施 以 来 ，国 内
盐业市场竞争日趋激烈。湖南盐业率
先开拓全国市场，展开跨区经营，凭
借 旗 下 三 大 盐 矿 资 源 、线 上 线 下 渠
道 、品 牌 及 制 盐 技 术 等 多 重 优 势 叠
加，积极向全国市场辐射。

重奖终端经销商，线上线下同发力

湖南盐业借力网络直播开拓全国市场

外卖配送有了标准
长沙在全国率先启动外卖标准化配送站点

创建行动，保障网络餐饮食品安全
湖南日报7月16日讯（记者 刘永

涛 通讯员 王飘碧 贺正鑫）手部清洁、
清理配送箱、箱内清洁消毒、物品消毒、
箱外清洁消毒……7月15日，在长沙市
市场监管局组织观摩外卖标准化配送
站点建设的现场，仅用1分钟，快递小哥
便将一套标准化的清洁消毒流程演示
完毕。

网络餐饮市场迅速发展，网络餐饮
食品安全问题备受关注。在饿了么、美
团外卖打造的外卖标准化配送站点，记
者看到两家站点均按整理、整顿、清扫、
清洁、素养、安全“6S”标准化操作规范
打造，电视屏幕上正滚动播放骑手自我
消毒和餐箱消毒的正确方式。

据了解，外卖员均持有健康证，每
日上岗前都会进行身体状况问询、体温

测量、开放性伤口检查等防疫。站点配
备消毒用品存放区，84消毒液、清洁剂、
酒精喷壶等分区存放。

今年 3 月，长沙市市场监管局在全
国率先启动外卖标准化配送站点创建，
在梳理已有管理标准的基础上，融入相
关食品安全标准要求，制定印发《长沙
市外卖标准化配送站点创建活动实施
方案》。

长沙市市场监管局相关负责人介
绍，通过外卖标准化配送站点创建，督
促网络订餐平台和送餐单位建立健全
配送站点的建设管理标准，实现对骑手
健康、培训考核、餐箱清洁消毒、送餐行
为及站点场所环境、设施设备、信息公
示、资料保存等的标准化、规范化管理，
保障网络餐饮“最后一公里”食品安全。

湖南日报7月16日讯
（记者 黄利飞 通讯员 黄
雪娱）“融资难、融资贵”一
直是中小微企业发展面临
的普遍性问题。今天，我省
启动中小微企业融资能力
提升培训项目，旨在提升
中小微企业融资能力，缓
解企业资金需求压力。

怎样才能赢得创投
机构的青睐？达晨财智湖
南总经理周晓军认为，企
业在拿投资前需要对公
司未来、团队、价值观有
明确认知；对公司业绩有
清晰预期，清楚自己的成
长曲线、驱动因素和规模
效应等；还要充分掌握企
业发展的节奏，在企业上
升期、下滑期都有阶段性
的策略；同时准备好一份
简洁清晰的商业计划书，
全面披露、充分展示公司
的核心竞争优势。

作为中小微企业融
资能力提升培训项目执
行单位，湘江创投孵化器

联合湘江国投，为广大中小微企业提
供融资能力提升、融资对接平台。湘江
创投孵化器总经理莫崇中介绍，培训
项目共有10场，时间持续至10月份，
课程体系覆盖产融互动、资本认知、融
资指南、融资实战，涉及“融资的主要
路径与基本原则”“投资人眼中的好企
业标准”等主题；达晨财智、晨晖资本
等国内一线投资机构专家，将在培训
会中多维度分享创投实战的成功经验
和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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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插晚稻
7月16日，衡阳县金兰镇十里村，农民在水田里抢插晚稻。近日，我省各地早稻

陆续成熟，农民紧抓农时抢收早稻、抢插晚稻，力争粮食稳产丰收。
刘欣荣 摄

7月16日傍晚，焦柳铁路洪江市沅江大桥，工人在进行承力索架设施工。焦柳铁路电气化改造怀化至会同段全长约
90公里，由中铁武汉电气化局集团一公司怀柳项目部接触网专业承建。为冲刺“7·30”百日攻坚战施工节点，项目工程
上的72名工程技术人员，战高温冒酷暑，加班加点加紧施工。 杨锡建 杨占伟 摄影报道

酷
暑
高
温
施
工
忙 湖南日报7月16日讯（记者 王晗）

今天上午，由湖南湘江新区发展集团有
限公司投资建设的长沙大王山游客集
散中心及停车场建设项目正式开工。该
项目建成后，将极大改善大王山旅游度
假区停车和交通环境，完善区域旅游配
套设施，进一步提升大王山旅游度假区
的接纳、服务能力。

据介绍，该项目采用政府和社会资
本合作模式，由湘江集团湘新投公司、
中交一公局集团、厦门科拓公司组建项
目公司进行投资建设。项目总投资约
25.5亿元，由山塘(北部)游客集散中心、
观音港(南部)游客集散中心、大王山社

会停车场、欢乐城社会停车场4个子项
目组成，共计建8445个停车位。

目前，大王山旅游度假区核心文旅
项目湘江欢乐城已于7月11日开园，欢
乐雪域、欢乐水寨、欢乐天街奥特莱斯、
桐溪湖惊艳亮相。同时，大王山旅游度
假区还拥有曾国藩墓园、坪塘老码头、
巴溪洲等历史文化资源，恒大文化旅游
城、欢乐海洋等项目正加紧建设，加上
此前已开业的华谊兄弟电影小镇、大王
山假日酒店和即将开业的朗豪酒店，片
区大文旅格局基本形成。据预测，待整
个片区文旅产业完全成熟后，日接待量
最高将达到10万人次。

长沙大王山游客集散中心项目
开工建设

拟增车位近8500个，公共交通无缝接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