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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从何时开始，上海的房价快速上蹿，让上海市民忍不住惊叹。有投资者调侃：
“目前不少上市公司辛辛苦苦干一年，净利润不足百万元，都不能在上海市区买一套一
百平方米的一手房。”地皮、房价的快速上涨，上海的房企日子应该迎来好日子了吧？

照理说，上海房企应该会受益市场景气，取得好收成。但是青年报记者盘点了包括
中华企业、上海新梅、万业企业在内的上海老牌房企近况，却发现它们的日子过得并不
滋润。业绩不佳披星戴帽、控股权争夺战长年牵绊、房企转型失败负面新闻缠身……有
人不禁要问，上海的房企究竟怎么了？ 青年报记者 陈颖婕

青年报记者 孙琪

本报讯 昨日上证指数下
跌1.63%，成交2747.95亿元；深
证成指下跌1.52%，中小板指下
跌1.61%，创业板指下跌1.74%，
两市成交超7300亿元，较前日
持平。3000点拉锯战后再度失
守，令市场温度转冷，机构建议
近期宜控制仓位。

昨日板块方面，无人驾驶、
汽车电子、猪肉、高送转、白酒
等板块涨幅居前；券商、前期强
势的券商板块昨日一蹶不振，
大跌近5%，领跌两市，有色、煤
炭、石油矿业等权重板块跌幅
同样较大。

个股方面，新股剔除ST股，
两市40余只个股涨停，新股名
家 汇 上 市 ，毫 无 悬 念 大 涨
44.06%，跌停个股只有两只，不
过商赢环球、新亚制程均为尾

盘跳水跌停。
消息面上时隔半年，融券

业务再次回到投资界视野。继
方正证券和中泰证券之后，平
安证券在官网发布公告称，将
在 24 日起恢复融券业务。西
南证券、东方证券和兴业证券
等35家券商通道，在2月份出
现了融券卖出，累计卖出规模
从数万到数亿不等。但国信证
券、招商证券、国泰君安、华泰
证券、银河证券尚未恢复融券
业务。

海通证券昨日盘后表示，
两市震荡下跌，虽流动性改善、
经济企稳等现象都较为明显，
但3000点附近面临一定的不确
定性和回调压力。投资策略
上，宜控制仓位，以警惕短期回
调，在合理仓位上灵活操作，逢
低吸纳优质龙头个股。板块选
择方面，建议两条主线寻找个

股：以成长为主，兼顾周期涨
价。一是，新兴技术、新兴消费
等新经济，如新能源汽车、核电
等新能源以及VR、AI等信息技
术，涨价品种关注贴近消费端
的：如养殖、白酒等，后市关注
国内外宏观政策面的变化。

银河证券昨日盘后建议投
资者谨慎，判断短期反弹，中
期压力仍然存在。其认为A股
仍处于 2015 年 6 月以来的下
跌通道，短期反弹不改变下行
趋势。A 股目前的估值并不
低，传统周期性行业估值基本
处于中枢位置，以 TMT 行业为
代表的成长股估值仍高达 50
倍，这个估值水平无法提供支
撑。市场中期仍然压力很大，
主要估值仍然处于高位，宏观
经济去产能的趋势没有变，物
价上涨也很可能在下半年形成
滞胀压力。

长江证券建议，目前仍然
是逢低吸纳为主，维持前期对
出现单边行情概率不高的判
断，对于已有较大涨幅的个股
可以适当兑现部分筹码锁定
利润。高送转板块、物流、稀
土仍可继续关注，军工、物联
网等阶段涨幅落后的板块也
可适当关注。

分析人士认为近几日大盘
多次震荡下探60日均线，无权
重板块护盘，无力死守，跌破60
日均线。经过连续几日的调整
后，大盘失守60日均线，后期选
择向下调整的概率增大。投资
者可适当降低仓位，以防守为
主，待探底稳定后，再度参与行
情。此外，前几个月月底均出
现千股跌停的暴跌，月底大跌
似乎已成为A股的一种规律，3
月底是否将上演同样的大跌，
将成为市场最为忧虑的因素。

中华企业本周披星带帽
就在本周一，作为上海地

产集团“长子”的中华企业，因
连亏两年而被戴上了*ST的帽
子。这样的局面有些无奈，更
多的是让投资者有些“痛心”。

“我买中华企业股票已经
有22个年头了，算得上公司的
原始股民了，现在公司居然成
为ST股，想哭的心也有了。”股
民王先生这样告诉记者。

2015 年，中华企业巨亏
24.87亿元，从中华企业的年报
中不难看出，2015年纳入结转
的主要以2014年的销售为主，
计提项目拖累了公司2015年的
全年业绩。其中主要有两个江
阴项目、一个杭州项目和三个
上海郊区项目。

对于投资者而言，最为关
心的莫过于ST中企今年的业绩
能否实现扭转局面。中华企业
表示，2016年公司将全力实现
扭亏，今年公司将大力去库存，
以“销售百亿、主营过百亿、资
金回笼过百亿”为经营目标。
同时，公司还将降低财务成本，
转型城市更新服务商，实现轻
资产化运营，并将上海作为拿
地重心，提高盈利能力。

万业企业负面新闻缠身
而同样拥有22年上市历史

的上海房企万业企业，近年来
也是负面新闻缠身，风波不
断。“公司员工人数不足10人、
找不到门牌号、公司已悄然歇
业……”这些看似“荒唐”的经
营局面，经常与万业企业“捆
绑”在一起。

针对外界质疑公司已“消
失”的一事，万业企业也发布相
关澄清说明，公司称由于公司
近期在装修，导致当时的门牌
尚未挂置。

公司并没有突然“失踪”，
但万业企业曾因更名匹凸匹一
事，一度成为当时资本市场的

“红人”。由于原本的房地产业
务经营不佳，为加快转型速度，
万业企业选择傍上时下最热的
P2P概念，而为了体现自身的热
门品牌价值，万业企业索性将
上市公司名字更改为P2P的中
文谐音——匹凸匹。

然而，变更主营业务及公
司名称，依然不能改变万业企
业“悲催”的命运：公司被指资
金链断裂、子公司被工人讨债
上门、因卷入重大担保信披违
规漩涡，公司前众多高管被罚
款、因虚假陈述被投资者提起
诉讼……公司的“麻烦”依然源
源不断。

业绩方面，原以为傍上热
门概念得以改善公司业绩表
现。而现实往往是残酷的，公

司业绩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
如一年”。2015年全年，公司净
利润亏损1.02亿元，同比下降
244.11%。

上海新梅股权争夺何时了
于1996年登陆资本市场的

上海新梅，也因业绩不佳于早
前就戴上了ST帽子。近年来，
公司更是长期“萦绕”在股东间
争端事件中。目前，兴盛集团
与开南方控股股东争夺战已进
入白热化阶段。

查看*ST新梅近年来的业
绩表现，自2013年开始，公司便

“驶入”了亏损车道。2015年，
*ST新梅净利润亏损更是高达
1.12 亿元，同比降幅 230.65%。
有投资者无奈地表示，长期处
于股东纠纷中的*ST新梅，怎能
好好将工作的重心放在提升业
绩上，自家门口的“火”都还没
扑灭呢。“这控股权争夺大战究
竟何时是个尽头？”

不仅如此，上海新梅目前
还处于暂停上市的危险地带，
保壳才是目前的头等大事。公
司关于出售新梅大厦部分资产
事项也已通过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并联系中介挂网。除了卖
楼保壳外，公司的另一个保壳
方案是回购宋河酒业相应股
权，要求宋河酒业股东辅仁药
业，按照约定条件回购该等股

份。公司相关负责人曾表示，
避免暂停上市的关键就在于重
组，目前公司重组在正常往前
推进。

这一边的上海房企日子萧
条，那一边的上海房企却是另
一番景象。市北高新、绿地控
股业绩大增，让投资者“喜上眉
梢”。

昨日晚间，市北高新发布
2015年年报，公司去年实现营
业收入 9.91 亿元，同比增长
491.9%；实现归属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1.32亿元，同比大增
439.69%。公司拟按每 10 股派
现金0.2元（含税）向全体股东
分配利润。

市北高新同时表示，2015
年，公司园区实现二、三产营业
总收入1659亿元，其中第三产
业营业收入达到1616亿元，园
区内经认定的跨国公司地区总
部累计达到16家，注册企业达
到了2000多家，上海数据交易
中心也落户园区。

此外，作为上海地产大佬
的绿地控股，其在此前发布的
2015年业绩预告中也表示，公
司预计去年全年实现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7.69 亿
元，同比增幅高达1956.6%。

另一家上海地产股——新
黄浦则将于4月8日首次预披
露2015年全年业绩预告。

港股昊海生物科技
净利同比增49%

本报讯 记者 陈颖婕 实习
生 陆安怡 在医药行业整体增
速放缓的趋势下，已经披露
2015年度业绩的医药上市企业
中仍不乏“优等生”的身影。

昊海生物科技日前发布
2015年全年业绩公告。其中，
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6.64亿元，
同比增长28.7%；实现归属于母
公司股东净利润2.73亿元，同比
增长高达49%。

分析人士指出，过去一年，全
球经济尚未完全走出低迷，中国
国内经济增速放缓，加之医疗体
制改革持续深化，多地促进药品
价格下降及控制医疗费用总量的
多项政策逐步落地，医药企业在
国内的销售受到不小的挑战。

昊海生物科技的业绩公告
显示，2015年昊海生物科技的
研发投入逾3500 万元，同比增
长33.2%，占总收入比重为5.3%。

业内人士指出，随着“加强
技术创新”被国务院提升至促进
医药产业健康发展七大任务之
首，未来几年中国医药产业升级
将驶入快车道，行业竞争将更加
取决于创新能力。这也意味着
注重研发创新的高科技生物医
药企业的优势会越发凸显。

大盘昨日尾盘跳水 失守3000点
机构：月底向下调整概率增大

房价快速上蹿让上海市民忍不住惊叹

上市老房企困难多，日子不“滋润”
■公告速递

多家上市公司
昨推“高送转”预案

本报讯 记者 陈颖婕 实习
生 陆安怡 昨日晚间，多家上市
公司发布2015年报，其中包括
康拓红外、嘉寓股份、华域汽车、
兔宝宝等均加入“高送转”阵营。

康拓红外拟以 2015 年 12
月 31 日总股本 1.40 亿股为基
数，以未分配利润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1元（含税），
同时每10股送红股10股。此
外，康拓红外的财务报表中显
示，2015年度营业收入实现2.52
亿元，同比增长7.92%；归属于母
公司的净利润为6129.63万元，
同比增长12.84%。

嘉寓股份在年报中披露了利
润分配预案，以3.26亿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
利0.2元（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
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12股。嘉
寓股份去年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为 6788.39 千万
元，较上年增加42.95%。

华域汽车拟每10股派送现
金红利 8.10 元（含税）。2015
年，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实现47.83亿元，较
上年同期增加7.35%。

此外，兔宝宝也于昨日称，
拟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
红利1.3元（含税），送红股3.4
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
股东每10股转增1.6股。2015
年度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为9749.02万元，
较上年增长127.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