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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报预告集中披露到1月31日
告一段落。数据显示，目前已有2349家
上市公司公布2020年业绩预告，占A股
上市公司总数的56.28%。已公布业绩预
告的公司中，563家公司2020年预亏，预
亏超30亿元的共有30家公司，亏超百亿
的公司也有不少。

其中，海航控股去年归母净利润预
告下限为-650亿元，为目前公布数据的
公司中亏损最大的一家。ST 康美、*ST
众泰、西水股份、万达电影、北汽蓝谷等
都位列亏损榜单前列。此外，ST 康美、
*ST众泰、海航控股、西水股份、ST数知、
*ST拉夏、*ST新光等个股预亏额超公司
总市值。

预亏大军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航空板
块。除了预亏王海航控股，1 月 29 日晚
间，三大航同时披露2020年业绩预告，每
家亏损上限均超过100亿元。

其中，中国国航亏损最多，预计2020
年全年亏损 135 亿元-155 亿元；东方航
空次之，预计全年亏损 98 亿元-125 亿
元；南方航空预计亏损79.07亿元-108.61
亿元。

除了三大航外，春秋航空预计去年
亏损5.38亿元-6.29亿元，吉祥航空预计
亏损 4.20 亿元-4.90 亿元。不过分析认
为，小航空公司因规模较小，低成本控
制，其亏损规模反而较小。

机场业绩同样不佳。上周末，上海
机场发布的业绩预亏公告。公告显示，
上海机场预计 2020 年亏损 12.9 亿元至
12.1 亿元。而在 2019 年，上海机场净利
润为50.3亿元。

对于去年业绩的大幅预亏，上海机
场表示，主要原因是新冠肺炎疫情对上
海机场各项业务开展和客户经营影响较
大，浦东机场旅客吞吐量及飞机起降架
次大幅下降。2020年7月起，随着国内疫
情防控形势持续向好，国内航线业务量
逐渐好转，但受限于全球疫情状况，国际
航线业务量仍受较大影响，公司经营压
力持续加大。

此外，白云机场预计2020年净利润
为亏损 3.02 亿元至亏损 2.47 亿元，同比
降幅为-128.14%至-123.03%，公司称本
次业绩预减主要是因为2020年受新冠肺
炎疫情影响。

受业绩预期不佳及调整免税店合同
影响，2月1日，上海机场开盘跌停，深圳
机场、白云机场、厦门空港、北京首都机
场股份亦纷纷走弱翻绿。

深圳机场在同行中经营尚可，不至
于亏损，但业绩依然大幅下滑。公司预
计 2020 年净利润为 2260 万元至 3370 万
元，同比下降94.32%至96.19%，扣非后净
利润为1050万元至1560万元。

8 家公司预告盈利超百亿。尽管疫
情影响下，近期的年报业绩预告“爆雷”
不断，但仍有不少优秀公司在考验中胜
出。东方财富Choice 数据显示，目前公
布业绩预告的公司中，共有29家公司的
业绩预告上限盈利超50亿元。

具体来看，贵州茅台预告去年归母
净利润上限为 455 亿元，位列第一。此
外，中国神华、牧原股份、中国石油、上汽
集团、五粮液、宝钢股份、万华化学的去
年预告净利润同样超百亿元。 （东财）

航空板块“全军覆没”

下限暴亏650亿！预亏王出炉

京东方 A 在 1 月 29 日晚间发布公
告称，公司 2020 年度预计实现归母净
利 润 48- 51 亿 元 ，同 比 增 长 150%-
166%。公告显示，业绩上涨主要由于
半导体显示行业景气度相对去年同期
较高，尤其是 IT、TV 类产品需求大幅
回升，且产品价格自 2020 年年中持续
上涨，公司柔性 AMOLED 产品出货较
2019年大幅增长。

面板大厂突发爆炸，行业供应持续
高度紧张。根据韩国庆尚北道消防局消
息，当地时间 1 月 29 日下午 4 点 33 分左
右，龟尾产业园区内的AGC玻璃基板工
厂发生了爆炸事故，造成9名工人受伤，
导致工厂内部设备损坏。当地消防局认
为，这次爆炸是由于工人在厂内工程维
修时，管道上剩余的氢气或氮气引发了
爆炸。

此前，玻璃基板另一龙头旗下工厂
亦出现了生产事故。2020年12月，全球
玻璃基板大厂日本电气硝子(NEG)位于
日本的玻璃工厂因意外停电造成生产设
备受损，预计恢复产能需要4个月。

玻璃基板是液晶面板的重要原材
料，其价格走势影响面板成本。受玻璃
基板供应下降的影响，面板价格从2020

年5月开始持续上涨。以32寸面板价格
为例，1月最新报价为68美元/片，较去年
5 月低点 33 美元/片涨幅超过了 100%。
其他尺寸的面板也有50-100%左右的涨
幅，大尺寸面板供需持续偏紧，预计1~2
月份维持约5美金涨幅。

除玻璃基板外，面板的另一原材料
晶圆代工产能同样告急，导致显示驱动
IC供应紧缺。供应链人士透露，晶圆代
工厂联电、世界先进拟于农历年后二度
调高报价，涨幅最高上看 15%。在芯片
缺货涨价的背景下，联电等企业产能持
续满载，先后调涨了8寸、12寸晶圆代工
价格。世界先进董事长方略在接受媒
体采访时表示，目前看来 8 寸晶圆代工
产能吃紧态势将至少会延续到 2021 年
第三季。

统计显示，A股市场中布局面板生产
的上市公司有21家，2月1日共14只个股
上涨，5只个股下跌。彩虹股份、深天马
A、TCL科技涨幅居前，分别上涨6.69%、
5.74%、5.12%。

受益于面板价格上涨，部分面板概
念股2020年业绩大幅增长。统计显示，
10家面板板块的上市公司2020年净利润
同比上升，其中 4 家预计净利润同比翻

倍，包括京东方A、瑞丰光电、*ST华映、
深纺织A、海信视像。其他有4家上市公
司预计净利润增幅在50%以上。

面板另一龙头TCL科技发布公告，
2020年预计实现归母净利润42-44.6亿
元，同比上升60%-70%，公司发布10.8亿
美元收购三星苏州产线，三星入股华星
成为第二大股东。收购后TCL华星在大

尺寸领域，将拥有3条满产的8.5代线。
面板概念股自年初开始有较大程度

的上涨，近期开始回调。上周面板概念
股平均下跌6.45%，有6只面板概念股回
调幅度超过10%，TCL科技、京东方A周
累 计 下 跌 超 过 13% ，龙 腾 光 电 下 跌
14.83%。

（数据宝）

业绩大增概念股名单曝光

面板加速涨价 龙头净利暴涨

代码 简称
最新涨跌幅

(%)
市盈率
(倍)

总市值
(亿元)

2020年度业绩
同比增长下限

(%)

000050 深天马A 5.74 40.62 416.83 74.83

000100 TCL科技 5.12 61.34 1266.98 60.00

000045 深纺织A 4.45 126.62 33.64 52.44

002106 莱宝高科 3.40 21.50 79.40 50.00

600060 海信视像 118.00 19.40 168.14 100.00

300241 瑞丰光电 1.08 30.11 138.06

688181 八亿时空 1.0o 30.82 47.71 54.63

000725 京东方A 0.81 85.28 2140.91 150.00

000536 *ST华映 -5.02 78.56 123.19

002429 兆驰股份 -8.55 17.51 276.14 40.00

业绩预增的面板概念股

A股上市公司年报预亏TOP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