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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数据管理到数据洞察

慧辰资讯进入业绩收获期

证券时报记者 梁秋燕

实习记者 杨露

今年上半年，慧辰资讯（

833309

）净

利润达到了

2287

万元， 同比上涨

75%

。

对于公司业绩增长的动力， 慧辰资讯

COO

刘晓葵在表示，“公司现在处于收获

期， 前期的投入现在开始产生了很好的

效果。 ” 通过在垂直行业多年的经验积

累，慧辰资讯正在将大小数据融合，为客

户提供高价值的数据产品及服务，未来，

公司还将把自身的技术积累， 向更多的

行业拓展。

大小数据融合之道

慧辰资讯作为国内最早的一批研究

咨询机构之一， 创立于

1993

年

10

月。

2015

年

8

月

12

日， 慧辰资讯挂牌新三

板，转让方式为协议转让。慧辰资讯的定

位是 “大小数据商业应用解决方案提供

商”，通过自身在垂直行业多年的经验积

累，结合大数据、小数据形成深刻洞察，

紧贴行业客户需求， 提供高价值的数据

产品及服务。

“大数据是一个方向，我们现在还是

一个大小数据结合， 解决结构化数据与

非结构化数据的衔接， 帮助各垂直领域

行业的大型企业用好数据资产， 创造出

深层价值。 ”谈到大小数据的融合方式，

刘晓葵解释， 不论哪种数据获取方式都

是从数据洞察的角度出发的。

据悉， 慧辰资讯已经拥有了大小数

据结合的采集、分析、处理技术，可以整

合客户内部、外部多重数据源。公司大小

数据结合的数据解决方案， 已实现在酒

店、汽车、快速消费品等行业客户成功应

用，并在通信、

IT

、医药等领域大力推广。

除了面向商业企业，慧辰资讯还在逐

渐开拓政府机构客户， 提供涉及公共服

务、城乡管理、商圈规划和产业迁移发展

等的专业大数据研究服务，帮助政府提升

决策与管理水平。公司已与鄂尔多斯市政

府签订协议， 主持建立实施其核心的能

源大数据应用平台的规划与业务发展。

需求驱动产品创新

对于慧辰资讯核心的“

SAAS

类研究

服务产品”，刘晓葵介绍到，“我们是在搭

建数据洞察平台为企业一步一步做诊

断。 数据的呈现方式有别于简单的报表

呈现， 更多是基于企业内部和外部的数

据，帮助管理者解决问题，这对于数据的

收集要求是非常高的。 ”

刘晓葵表示， 相较于一些同类产品

的开发， 慧辰资讯的

SAAS

类研究服务

产品属于需求导向产品。 “

SAAS

类研究

服务产品的开发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双

向的过程， 我们是按照客户的需求来设

计产品的， 产品的完成是一个双向的过

程。 所以在初期的投入阶段就有客户愿

意为这种设想买单。”正是基于这种开发

模式，慧辰资讯实现了收入的稳定增长，

今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46

亿

元，同比增长

24%

。

此外，在最新技术应用上，慧辰资讯

技术团队与著名高校合作， 正在尝试利

用最新人工智能技术布局知识图谱、金

融量化建模等产品。据介绍，这些产品正

处于研发期，未来有望成为新的增长点。

谈及慧辰资讯下一步运营重点，刘

晓葵表示，首先会进一步加强周边合作，

形成完整的数据产品供应， 其次是行业

的深耕。“公司将专注对一些行业开展深

入洞察， 比如耐用消费品、

TMT

行业等。

数据积累是一个过程， 把门槛做得比较

高会产生一个行业壁垒， 加强企业的竞

争力。 后续再将这种成功经验拓展到更

多行业中”。 刘晓葵说。

对公司的业绩预期， 刘晓葵较为乐

观。 “一是客户愿意买单了，二是我们的

技术成熟了，产品已经发展到一个程度。

我觉得公司的收入增长能够持续保持下

去，我们的收益才刚刚开始，一切会越来

越好的。 ”

喜忧交加 29份半年报绘出云南经济“晴雨表”

药企仍然最赚钱，旅游业稳中有升，实体零售大逆转，煤炭化工脱困不易

证券时报记者 张骞爻

上市公司的财报一直被认为是

区域经济的晴雨表。截至

8

月

29

日，

云南省

31

家上市公司中有

29

家已

公布半年度报告， 其中

18

家公司实

现盈利，

9

家出现亏损。 从行业分类

来看，上半年云南省的煤焦化企业受

到较大冲击，旅游业业绩稳定，药企

仍然最会赚钱，而实体零售企业则出

现了惊天大逆转。

云南白药

继续蝉联“吸金王”

纵观云南地区公司上半年业绩，

除去美好集团 （公司仅注册地在云

南）， 净利排行榜前两位的均为医药

企业。 其中，昆药集团上半年实现营

业收入

24.99

亿元， 同比增长

14%

，

净利润

2.48

亿元，同比增长

12%

；云

南白药上半年净利

13.88

亿元，同比

增长

11%

，继续蝉联“云南最赚钱上

市公司”。

事实上，在

2010

年实现了百亿收

入的突破后， 云南白药业绩一直平稳

增长。 据财报，云南白药

2014

年净利

润

25.06

亿元，同比增长

8%

；

2015

年

净利润

27.71

亿元，同比增长

11%

。

然而， 另一家药企在

2016

年却

并不好过。 目前距“山东非法经营疫

苗案”已过去近半年，在此次事件中

遭受重创的沃森生物仍然业绩低迷。

沃森生物上半年营业收入为

2.93

亿

元，同比减少

29%

，亏损

1.62

亿元，

亏损额扩大近两倍。

今年

5

月，沃森生物子公司实杰

生物发布公告， 受 “山东疫苗案”影

响，董事会拟申请公司股票终止在新

三板的挂牌。 子公司退市，让沃森生

物遭到了重创。对于今年上半年亏损

的原因， 沃森生物也在半年报中称，

此次亏损是受“山东疫苗事件”影响，

由于国家疫苗政策的调整，短期内疫

苗行业受到较大程度的影响，公司销

售收入和净利润与去年同期相比下

降。 另外，公司继续加大对新产品研

发、注册及临床研究的投入导致管理

费用增加，支付中期票据利息形成的

财务费用金额较大，致使报告期内出

现亏损。

“逆袭” 公司各有妙招

今年以来，实体商业的寒冬仍然

持续蔓延， 然而在恶劣的内外环境

中，昆百大

A

上半年仍交出了一份亮

眼的成绩单。 半年报显示，公司上半

年度营业收入

10.71

亿元，同比增长

43%

， 净利润

3639

万元， 同比增长

746%

， 成为业绩增势最强的本土上

市企业。

如此好的成绩，主要归因于昆百

大持续调整新天地、新西南购物中心

的品牌结构，强化营销模式，促使商

场效益有所提升；结合电商发展

,

建

立完成了微昆百大系统，使集团审批

系统实现了移动端审批，提高了审批

效率，逐步实现无纸化办公；完成“昆

百优购”平台转移及商品上线等工

作，确保平台运行顺利。

另外， 公司此前发布业绩预告

称，昆百大集团控股子公司云南百大

新百房地产有限公司所开发项目达

到收入确认条件。 地产板块收入增

加，无疑也是导致昆百大集团今年上

半年业绩大幅增长的重要原因。

云南另一家上演“逆袭”的公司

是锡业股份， 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164.68

亿元，同比增长了

31%

，营业

利润

5881

万元，同比扭亏，完成净

利润

621

万元。分季度来看，二季度

锡业股份实现净利润

2058

万元，抹

平了一季度出现的亏损， 表明公司

盈利能力回升，减亏明显。

公司表示， 上半年受益于供给

侧改革、 国内一系列稳增长措施的

实施以及全球宽松货币政策的预

期，公司主要产品价格略有回升，故

上半年生产经营比预期有所好转。

旅游业稳中有增

作为旅游大省的上市公司，云

南旅游和丽江旅游的业绩向来“赏

心悦目”。

上半年， 丽江旅游共实现净利

润

1.16

亿元，同比增长

6.6%

，分业

务来看，公司索道、和府酒店、印象

文艺演出三大主营业务上半年均实

现了盈利。 云南旅游上半年实现净

利润

3122

万元，同比增长

182%

。

可以看出，旅游业正成为云南

拉动经济增长的强劲引擎，在消费

升级以及政策推动下，上半年旅游消

费与投资两旺，下半年旅游业市场有

望保持稳定增长。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

6

月

14

日，

华侨城集团与云南省政府签下大单，

通过央企参与地方国企改革，以重大

资产重组形式，与云南世博旅游控股

集团、 云南文化产业投资控股集团、

云南省城市建设投资集团签订全面

战略合作协议，构建三大平台参与云

南全省旅游大开发；同时，还与德宏

州、 普洱市等地州市签订合作协议，

涉及总投资逾千亿元。

目前，云南省国资委下属的几大

公司云旅投、云文投、云城投以及世

博集团，加上央企华侨城集团，拥有

了大量优质文化旅游资产， 资源整

合、国企改革预期持续升温。

*

ST公司摘帽不易

业绩报告期，总免不了几家欢喜

几家愁。 上半年，云南共出现

9

家业

绩亏损公司。其中，

*ST

景谷、

ST

云维

亏损情况牵动着很多投资者的神经。

半年报数据显示，

*ST

景谷上半

年营收

3834

万元，同比下降

26%

，净

利润亏损

1329

万元， 旗下

5

家在运

营的子公司、参股公司净利润均出现

亏损。 截至今年

6

月

30

日，

*ST

景谷

逾期借款

1.1

亿元，逾期利息

8104

万

元，资产负债率高达

128%

。

8

月下旬，

*ST

景谷接连发布两

则债务豁免公告：欠西藏信托的借款

仅需归还

9000

万元本金，

2960

万元

利息被豁免；欠景谷傣族彝族自治县

财政局

1740

万元逾期未归还的欠款

被豁免。 对于当前资不抵债的

*ST

景

谷来说，这显然是重大利好。

另一家披星戴帽的公司

*ST

云

维， 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8.28

亿元，

净利润亏损

2.82

亿元。 公司表示，受

低油价影响，公司焦化产品生产成本

与售价倒挂，加之下游钢铁、建材、冶

金 和化工等行业需求延续低迷态

势，市场需求不振，焦炭产品销售不

畅，导致公司主要生产装置一直持续

维持在低负荷运行， 利用率低下，经

营业绩持续亏损。

更让人揪心的是，公司于

8

月

23

日收到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下达的

《民事裁定书》， 昆明市中院依法裁定

受理申请人云南省国有资本运营有限

公司对云维股份的重整申请。 由于公

司

2014

年、

2015

年连续两个会计年

度经审计净利润为负值，

2015

年度经

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 公司股票

于今年

5

月被实行退市风险警示。 而

今年上半年，公司净利润仍为负值，截

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净资产仍为负

值。 如果下半年未能扭转局面，公司股

票将自

2016

年年报披露日起停牌。

事实上，早在去年底，

*ST

云维及

其实控人云南煤化就开始出现资金

链紧张的状况。 按照

*ST

云维最新披

露的信息，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银行

及非银行金融机构负债总计

67.6

亿

元，逾期比例已达

27.64%

，如果后续

贷款置换利息仍无法到位，可能导致

新的债务逾期。

万达院线

上半年业绩增长近三成

见习记者 刘钊

万达院线 （

002739

） 今日发布半年

报，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57.22

亿元， 同比增长

64.12%

， 实现净利润

8.05

亿元，同比增长

28.05%

。

上半年， 国内电影市场实现票房

246

亿元，同比增长

21.4%

。 万达院线保

持了高于行业平均水平的增长势头，半

年报显示，公司上半年实现票房收入

40

亿元， 同比增长

40.6%

， 其中国内票房

33.6

亿元，澳洲票房

6.4

亿元，国内市场

占有率达到

13.7%

。截至

2016

年

6

月

30

日，公司已拥有已开业影院

320

家，银幕

2789

块， 其中，

81

家影城进入全国票房

收入前

200

名。

此外，公司切实推进“会员

+

”战略，

非票房业务也增长迅速。 截至

6

月末，

公司会员数量超过

6000

万人， 活跃度

超过

40%

。

(本表中未包含已公布半年报的太平洋)

上陵牧业上半年营收同比增30.06%�逆势扩张打开未来成长空间

新三板创新 层企 业上陵牧业

（430505）披露的2016年半年度财报显

示， 公司2016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

1.55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30.06%，实现

归属于挂牌公司股东的净利润2374.28

万元，同比略降2.69%。

今年上半年， 由于牛奶原奶价格持

续低迷， 我国奶牛养殖企业业绩全面下

滑， 例如港股上市的现代牧业今年上半

年的净利润就亏损了近5.9亿元，A股上市

的西部牧业的净利也亏损了2858万元，

这些上市公司的业绩表现一定程度上反

映了中国生鲜乳行业的整体经营状况。

在上半年行业整体不景气的情况

下，上陵牧业通过整合区域资源、提升

养殖规模、加大开拓市场力度等多种手

段， 依然实现了产销规模30%以上的较

快增长。 虽然净利润较上年同期略降

2.69%，但考虑到行业的整体环境，这样

的业绩表现算是非常难得，体现了上陵

牧业较强的抗行业周期风险能力。

奶牛养殖业长期看好

生鲜乳价格迎来强势反弹

受国内经济增速放缓，供给端供应

过剩等因素影响，今年以来，我国众多

奶业大省的牛奶收购价格都出现了不

同程度的下跌，这也对国内奶农及规模

化奶牛养殖企业的经济效益产生了较

大影响。但长期来看，中国的奶牛养殖

业（特别是规模化养殖）还是应该被坚

定看好。

首先，奶业是高效节粮型畜牧业，

对调整农牧业产业结构， 改善国民膳

食结构、 提高国民健康素质具有重大

作用，另外奶业产业链长，对经济的拉

动作用大， 有潜力成为国民经济的支

柱产业， 预计奶牛养殖未来将长期获

得政策优惠支持。从目前的现状来看，

我国奶业水平整体落后， 奶牛头数仅

占世界总数的十四分之一， 总产奶量

不足全球总量的5％，奶牛平均年单产

不到发达国家的一半， 人均占有量仅

为世界平均水平的九分之一， 发达国

家奶业占农业总产值20％左右， 而我

国目前不足3％。 从以上数据不难判

断， 我国奶牛养殖产业还存在巨大的

发展潜力。

其次，相比我国居民对奶制品庞大

的市场需求，国内的鲜奶供应能力实际

上是严重不足的，导致中国生鲜乳价格

持续下跌的主要原因是受到国外奶制

品的冲击。由于国外奶制品到中国运输

距离遥远，在运输过程中很难保鲜（通

过冷链空运成本太高， 难以大规模运

输），因此普遍的做法是在当地先加工

成奶粉然后运到中国进行复原，而“复

原奶” 相比“鲜奶” 的营养价值要大

打折扣。近年来，不法商家将“复原奶”

以鲜奶、纯奶等名义出售，侵占了鲜牛

奶的市场，并抑制了国内鲜奶的收购价

格，导致中国奶牛业的低迷。随着奶制

品市场的逐步规范，以及居民对“复原

奶” 和“鲜奶” 之间区别认识的逐渐加

深，预计今后会有越来越多的消费者选

择“鲜奶” ，从而推动中国奶牛养殖业

的发展。

再次，经过长期的调整，国际生鲜

乳的价格有望迎来新一轮上升周期。有

奶业专家认为，欧洲从2015年七八月份

就开始调整产能， 预计新西兰2015年

-2016年奶季整个产量会下降至少5%，

美国也在快速调整，2016年， 国际整个

供求关系将在下半年出现一次调整，表

现为产能调整， 同时，2016年下半年预

计国际生鲜乳价格将开始反弹，到2017

年国际生鲜乳价格表现为上涨。预计国

际生鲜乳价格的上升将必然带动国内

生鲜乳价格的提振。

实际上，从7月下旬开始，全球乳制

品价格开始强势反弹，一个月的时间就

上涨了近17%， 原因是牧场主们为削减

成本而宰杀奶牛，从而导致牛奶库存下

降，供应过剩局面得到缓解。这对陷入

困境的奶牛养殖行业来说无疑是重大

利好。

逆势扩张彰显战略雄心

奶牛贸易带来意外之喜

上陵牧业位于中国西北部黄金奶

源带，是一家专业从事牛场运营、奶牛

集约化养殖、种畜繁育、优质生鲜乳供

应的企业。 与农户散养和一般奶牛养

殖企业相比， 上陵牧业一个突出的核

心优势就是形成了草料种植、 饲草料

加工（自给自足）、奶牛养殖、奶制品

加工等完整产业链， 不仅能够最大程

度保证奶品质量， 还拥有巨大的成本

优势。实际上，上陵牧业之所以在生鲜

奶市场极度不景气的市场状况下，仍

能保持不错的盈利能力，也与公司的产

业链优势相关。

另外，公司在牛场管理、奶牛喂养、

饲草料配方等方面也具备核心优势，目

前平均每头奶牛年产奶量高达9� 吨，未

来两年有望每头奶牛的年产奶量达到

11�吨以上， 生产的生鲜乳由于各项指

标优异，所产的原奶67.53%以上供给蒙

牛乳业，主要用于蒙牛特仑苏及其他高

端奶的生产加工。

在奶业市场现阶段低迷的背景

下，上陵牧业仍坚定看好奶牛养殖行

业未来的发展。公司是在不断巩固自

身实力的同时，借助资本市场，进行

了一系列的对外扩张。一方面，利用

部分定增募集资金成功收购青松乳

业， 使其成为公司的控股子公司，进

一步扩大了公司的奶牛养殖规模、市

场占有率，大幅提升了公司的整体竞

争力；另一方面，今年上半年，上陵牧

业又与天津津澳牧业有限公司举行

了签约仪式， 投资控股了天津津澳，

目的是依托上陵牧业的规模化养殖

及管理优势， 结合天津武清区的地

理、物流、市场优势，将天津津澳牧业

打造成为奶牛科学养殖、 良种繁育、

新产品开发及鲜奶制品深加工的优

质现代化企业，进一步增强上陵牧业

的整体实力，完善挂牌公司在全国的

跨区域布局。

我们认为， 奶牛养殖属于典型的

周期性行业， 行业目前正处于周期性

底部， 上陵牧业在这个时候选择优质

同行业公司进行并购， 不仅容易寻找

并购标的， 而且还能以相对更低的成

本进行收购。收购完成后，公司可通过

改进管理体制、 资源整合等方式来提

升被并购企业的竞争实力， 一旦行业

重新回到上升周期， 被并购企业的盈

利必然大幅提升， 从而为挂牌公司带

来巨大的经济效益。

近期， 公司控股的天津津澳全资

子公司澳海浩德首次成功独立操作了

从海外整船进口大型活畜， 首船4000

头澳州种牛抵达京唐港， 拉开了上陵

牧业向奶牛贸易业务领域拓展的序

幕，未来，公司还计划在天津打造一

个大型奶牛选育集散中心。 我们判

断，上陵牧业很可能将奶牛贸易作为

重要战略发展方向， 预计将对上陵牧

业未来的产业发展和财务业绩产生深

远影响。

（CI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