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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股上市公司 2016 年半年报整体分析 

近两年来，全球经济面临严峻形势。我国宏观经济增速

放缓，凸显结构性变化特征。针对宏观经济中产能过剩、债

务风险大、企业融资成本高等问题，我国政府审时度势，提

出“三去一降一补”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举措，促进宏观经

济结构调整、平稳过渡。上市公司是我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

分，其经营业绩的好坏直接反映并影响宏观经济的发展水平。

本报告以 2016 年上市公司半年报为对象，分析、总结今年

上半年 A 股上市公司的生产经营情况，并关注其中存在的风

险，为决策提供参考。 

一、A 股上市公司 2016 年上半年整体经营情况 

2016 年上半年，在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改革创新深入

推进、宏观政策效应不断释放的共同作用下，我国经济发展

总体平稳、结构分化。与此相对应，A 股上市公司生产经营

亦稳中趋缓。今年上半年，全体上市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4.58

万亿元，同比增长 3.38%，增速略微下滑；实现净利润 1.49

万亿元，同比下降 1.84%，是近年来首次出现同比负增长的

区间。具体看，上市公司结构性分化进一步加剧，且不断呈

现新的特征。 

（一）分虚实看：金融行业盈利恶化，实体企业现回暖

迹象 

近年来，我国上市公司经营一直呈现“虚强实弱”的特



征，即金融行业业绩明显好于非金融行业。在政府“脱虚向

实”政策指引、企业债务水平高企、银行坏账率不断攀升等

因素的影响下，2016 年上半年，虚拟类上市公司与实体类上

市公司的业绩分化出现了转向。 

一是金融业上市公司业绩明显下滑。2016 年上半年，金

融类上市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3.03 万亿元，同比微增 1.32%，

实现净利润 0.85 万亿元，同比下降 7.15%，环比降幅扩大。

特别是其中的券商类上市公司，受市场震荡行情及去年高基

数的影响，26 家上市券商上半年仅实现净利润 449 亿元，同

比大幅下降 60%。银行业不良贷款率虽有企稳迹象，但整体

仍处于高位，16 家上市银行上半年实现净利润 7361 亿元，

同比增长 3.9%，延续了 2015 年以来两位数以下的低速增长。 

二是实体类上市公司业绩现回暖迹象。2016 年上半年，

A 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1.55 万亿元，同比增

长 3.93%；实现净利润 0.64 万亿元，同比增长 6.25%。如剔

除“两桶油”，非金融上市公司实现净利润 0.60 万亿元，同

比增长 9.86%。值得注意的是，非金融类上市公司利润率呈

现上升态势，2016 年上半年非金融上市公司净利率达到

5.53%，同比提升 0.12 个百分点。主要是由于一季度以来大

宗商品价格上涨，使得资源行业毛利率明显改善，尽管上半

年非金融企业期间费用率也有所提高，但幅度不及毛利率的

改善幅度。 



（二）分行业看：传统行业继续下行，新兴行业发展势

头良好 

在宏观经济进入“新常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持续推

进的大背景下，传统行业继续下行与新技术、新业态和新模

式引导的新兴行业蓬勃上升并存的局面依然存在，两者间的

分化进一步加剧。 

一是传统行业继续下行。2016 年上半年，石油石化、钢

铁、煤炭、有色金属、机械、交通运输等六个传统行业的上

市公司实现净利润 1180 亿元，同比下降 20%。其中，受油

价下跌影响，2016 年上半年石油石化行业净利润降幅最大，

达到 37%，行业中接近四成的公司净利润降幅超过 50%。其

中，中海油服巨亏 84 亿元，中国石油同比下降 40%。机械、

交通运输行业净利润降幅均超过 20%。建筑、建材行业受益

于房地产市场回暖及“一带一路”走出去战略，2016 年上半

年净利润同比增长 9%，成为传统行业中少有的一抹亮色。 

二是新兴行业市场需求旺盛，发展势头良好。2016 年上

半年，计算机、电子、通信、医药、传媒等五个行业的上市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34 万亿元，同比增长 16%；实现净利润

1010 亿元，同比增长 16%。其中，计算机行业业绩增速最快，

2016 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1492 亿元，同比增长 20%，实

现净利润 160 亿元，同比增长一倍以上。但由于新兴产业体

量总体较小，尚不足以弥补传统产业业绩下降的缺口。 



（三）分板块看：主板稳中略降、中小板平稳发展、创

业板强劲增长 

2016 年上半年，不同板块上市公司的业绩表现延续近年

来迥异的风格。沪市主板稳中略降，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1.04%，

净利润同比下降 3.65%；深市主板总体欠佳，营业收入同比

增长 3.28%，净利润同比下降 8.67%；中小板保持平稳快速

增长，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16.92%，净利润同比增长 18.57%；

创业板增长势头依然强劲，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33.93%，净利

润同比增长 50.75%，且增速有所提升。 

值得注意的是，创业板业绩的强劲增长呈现三个特征。

一是来自少数“精英”企业的巨大贡献。温氏股份一家企业

的净利润增量就占整个创业板利润增量的 44%，前十大龙头

公司贡献了全部净利润增量的 65%。二是来自外延扩张的贡

献。2015 年下半年至 2016 年上半年，完成重大资产重组的

创业板公司有 81 家，这些公司 2016 年上半年的净利润增量

达到 29 亿元，贡献了整个创业板净利润增量的 22%。三是

剩余的绝大多数创业板公司内生增长非常缓慢。接近四成的

创业板公司 2016 年上半年净利润同比下降，一成公司净利

润同比增幅在 10%以下。 

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视角下的上市公司经营特点 

2016 年上半年，A 股上市公司生产经营在呈现整体稳中

趋缓、结构分化加剧的特征下，紧紧抓住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这一主线，在“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

五大任务上下足功夫，并取得了初步成效。 

（一）去产能节奏加快 

在国家政策引导下，产能过剩行业
1
去产能步伐有所加快。

2016 年上半年，产能过剩行业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

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合计 72 亿元2，同比增长 307.8%，与

一季度 58.5%的增速相比明显加快；与此同时，产能过剩行

业构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合计

2058 亿元，同比下降 20.5%，降幅较一季度有所扩大。从盈

利构成来看，也印证了资产处置加快的判断。2016 年上半年

产能过剩行业非经常性损益明显增加，合计达 185 亿元，占

净利润的比重由去年同期的 10%提高至 28%。 

由于资产处置加快以及大宗商品价格反弹，产能过剩行

业上半年整体盈利尽管仍然呈现下行趋势，但降幅较一季度

明显收窄，其中钢铁行业扭亏为盈。2016 年上半年，产能过

剩行业实现净利润 659 亿元，同比下降 15.5%。行业亏损面

有所缩小。钢铁、煤炭行业内亏损企业比例分别由去年同期

的 48%、57%下降至 26%、46%，有色金属行业亏损面也略

有缩小。受困于油价下跌，石油石化行业亏损企业比例由去

年同期的 15%扩大至 22%。 

但值得注意的是，2016 年上半年产能过剩行业政府补贴
                                                             
1
 产能过剩行业是指钢铁、煤炭、有色金属、石油石化。 

2
 为获得可比数据，剔除 2015年一季报数据缺失的企业。 



高达 68 亿元，同比增长 23%，占净利润的比重由去年同期

的 7%提高至 10%，反映出政府对于过剩行业的输血力度仍

在加大。 

（二）去库存成效显著 

随着中央和地方一系列房地产“去库存”政策逐步落地，

2016 年上半年房地产销售旺盛。统计局数据显示，上半年全

国商品房销售面积 64302 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27.9%；销售

额 48682 亿元，同比增长 42.1%。与宏观数据一致，房地产

上市公司去库存节奏加快。2016 年 6 月底，房地产上市公司

存货合计 3.3 万亿元，同比增加 15%，相比前两年 25%以上

的存货增速已显著放缓，且与今年一季度末相比基本持平，

说明房地产上市公司库存消耗正稳步推进。 

受此影响，2016 年上半年，房地产行业上市公司实现营

业收入 5855 亿元，同比增长 39.43%；实现净利润 571 亿，

同比增长 22.03%。此外，2016 年 6 月底房地产上市公司预

收账款达到 1.3 万亿元，同比增长 30.9%，说明预售房产大

幅增长，未来房地产去库存有望加速。 

（三）去杠杆效果分化 

2016 年上半年，面对高企的债务风险，地方政府出于维

护金融稳定，倾向于采取循序渐进的方式化解企业债务危机，

而对以债务违约实现市场出清的方式较为谨慎。 

在此背景下，2016 年上半年上市公司整体杠杆水平未有



明显好转。2016 年半年报显示，A 股非金融行业上市公司整

体资产负债率为 60.4%，与去年同期基本持平。其中，钢铁

行业资产负债率从去年同期的 65.78%上升至 67.64%，煤炭

行业的资产负债率也上升了将近 1 个百分点。 

在整体资产负债率上升的同时，个别行业、个别企业的

杠杆率显著下降。例如，新兴行业中的计算机资产负债率同

比下降 5 个百分点；传统行业中的有色金属、石油石化的资

产负债率分别同比下降 0.8 和 1.6 个百分点；民营企业的资

产负债率同比下降 0.7 个百分点。 

（四）降成本成果初现 

2015 年底，央行实施存贷款基准利率“双降”，同时，

对于小微企业额外再降 0.5%，受此影响，企业整体财务成本

有所下降。2016 年上半年，A 股上市公司财务费用率为 1.66%，

较去年同期下降 0.03 个百分点。新兴产业上市公司整体财务

费用率为 0.89%，较去年同期下降 0.09 个百分点，降幅高于

非新兴产业。在财务成本整体下降的同时，产能过剩行业由

于银行“惜贷”等原因，整体财务费用率达到 1.83%，同比

上升 0.3 个百分点。其中，煤炭行业财务费用率同比上升幅

度最大，达到 1 个百分点。 

税费方面，虽然 2016 年上半年已全面推行营改增，但

整体降税效果不明显。2016 年上半年 A 股上市公司支付的

税费 1.59 万亿元，同比增长 5%，略高于营业收入增长幅度。



个别行业，如煤炭、有色金属行业企业税费负担有所下降，

支付的税费分别降低 17.7%、12.1%，降幅超过营收规模的收

缩幅度。 

（五）补短板途径多元 

2016 年上半年，上市公司通过内部创新和外部兼并收购

补短板。内部创新方面，A 股上市公司 2016 年上半年研发

支出 1552 亿元，占营业收入的比重为 1.32%，研发强度较去

年同期有所提升。其中，新兴行业上市公司，2016 年上半年

研发费用总投入为 331 亿元，同比增长 27.55%，增幅高于非

新兴行业。 

另一方面，上市公司通过兼并收购进行资源整合、获取

高端技术等。截至目前，2016 年已公告并购重组事件 1387

起，涉及交易金额 1.37 万亿元，其中已完成 188 起，涉及交

易金额为 1176 亿元。海外并购持续升温，2016 年上半年海

外并购达到 142 起，交易金额为 2198 亿元。其中，民营企

业海外并购金额达 1894.6 亿元，占总交易金额的 86.2%，主

要集中在技术产品经销商、家用电器和工业机械行业；国有

企业海外并购金额为 304.3 亿元，主要用于并购应用软件类

企业。企业海外并购标的大部分处于技术密集型行业，反映

出企业通过整合海外资源弥补自身技术短板的动机强烈。 

三、结论与展望 

上市公司是资本市场的基石。上市公司的盈利好坏，不



仅反映宏观经济的发展状况，更关乎资本市场的投资价值。

总体而言，2016 年上半年，A 股上市公司经营在稳中趋缓的

总基调下，呈现两大特征：结构分化加剧以及落实“三去一

降一补”任务成效显著。 

具体地，结构分化方面：一是金融类上市公司业绩下滑，

实体类上市公司现回暖迹象。上市券商净利润下降幅度最大，

上市银行保持低速增长。实体企业上市公司净利润增幅可观，

净利润率上升。二是传统行业继续下行，新兴行业发展势头

良好。石油石化、交通运输、机械等行业利润下降幅度最大，

计算机、医药等新兴消费行业净利润增速最高。三是分市场

板块看，主板稳中略降，中小板平稳发展，创业板强劲增长。

落实“三去一降一补”任务方面，2016 年 A 股上市公司呈

现五大特征：去产能节奏加快、去库存成效显著、去杠杆效

果分化、降成本成果初现、补短板途径多元。 

与此同时，我们也注意到，在目前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

环境下，部分 A 股上市公司生产经营风险隐现，需引起重视。 

一是未来创业板公司能否继续保持高增长的问题。如前

所述，创业板业绩的高增长主要得益于外延并购及个别龙头

公司的高增长。这一特征在很大程度上，掩盖了创业板大部

分公司缺乏内生增长动力的事实。未来，随着宏观经济的变

化以及并购浪潮的逐步降温，支撑创业板的绝大多数“底层”

上市公司将很可能无法续写辉煌。更重要的是，通过外延并



购实现业绩高增长的创业板公司，往往是通过高估值、高溢

价获得的“业绩对价”，因而会在上市公司账上形成高额的

商誉资产。2016 年 6 月底，创业板
3
上市公司的账面商誉高

达 1555 亿元，同比增长 141%，商誉占净资产的比重由去年

同期的 10.7%提高至 18.1%。按照目前并购后第一年、第二

年、第三年业绩未达标比例 10%、19%和 29%的数据推算，

未来 2-3 年将面临商誉大面积减值的风险。假设 2016 年商誉

减值 30%，将影响创业板净利润减少 466 亿元，这一数字是

今年上半年所有创业板公司净利润总和的 1.18 倍，风险不可

小觑。建议监管部门从完善并购估值、加强信息披露监管、

修改商誉会计处理等方面入手，做到未雨绸缪。 

二是产能过剩行业依赖政府补助延缓去产能的风险。产

能过剩行业去产能需要政府、市场共同施压，这类企业只有

在“弹尽粮绝”、“走投无路”之际，才会真正开始市场化的

去产能进程。这一过程中，政府补贴无疑会延缓企业去产能

的进程。统计显示，2016 年上半年，产能过剩行业获得政府

补贴高达 68 亿元，同比增长 23%，占净利润的比重由去年

同期的 7%提高至 10%。如剔除这部分补助，许多产能过剩

公司将出现亏损，有的甚至面临退市风险。对此，建议监管

部门协调企业、政府及市场各方，综合考虑政府补贴对企业

维持上市的作用，对现有退市标准中的财务指标加以修改和

                                                             
3
 剔除 2015年中报缺失的公司。 



完善，加速经营困难企业的退市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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