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证综指昨失守2800点

■69家企业净利润总额达
4.03亿元

2017年，69家企业共实现营
业收入 74.10亿元，平均营业收
入为 1.07 亿元；净利润总额达
4.03亿元，平均净利润为 584万
元。相比 2016年 60家企业的平
均水平，2017年 69家企业平均
营业收入下降了 7.90%；平均净
利润则下降了 50.59%。“净利润
超过 1000 万”的企业数量从
2016年的15家上升至2017年16
家；但“净利润超过5000万”的优
质企业数量从 4家下降到 3家。
同时，亏损的企业数量从2016年
的10家上升到2017年的17家。

与新三板整体水平相比，
2017年新三板整体平均营收为
1.84亿元，而中山市挂牌企业平均
营收为1.07亿元；新三板整体平
均净利润为1009万元，中山市挂
牌企业平均净利润为584万元。

高维投资相关负责人表示，
中山挂牌企业总体上仍存在规
模不大、产业模式比较传统、科
研能力不突出、创新后劲不足等
短板，随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去
杠杆、去库存等政策的实施，企
业受到的影响比较明显。此外，
还有部分企业对新三板市场认
识不足，挂牌后既增加了规范运
营的成本，又无法充分利用资本

市场的优势。种种因素导致中山
挂牌企业的业绩与新三板总体
水平相比仍有差距。

■管信科技净利润增长9倍
从单个企业看，目前市值最

大的企业为大雅智能。据高维投
资介绍，目前中山有 28家挂牌
企业发生过转让业务而产生市
值，总市值超过70亿元。大雅智
能以 11.92 亿的市值位列第一
位。

从营业收入看，规模最大的
是顶固集创。目前，顶固集创申请
创业板首发已过会。顶固集创拥
有衣柜、门业、五金三大家居建材

品类及广东中山、江苏昆山、北京
东燕郊、四川成都四大生产基地。
2017年，其营业收入为8.07亿元，
同比增长11.41%；净利润6058.11
万元，同比增长88.99%。而营业收
入增长最快的是腾飞基因。2017
年，其营业收入为5827.75万元，
增长了121%。

从净利润看，兴中能源以
7628.82万元，同比增长 2.47%，
成为 69家企业中净利润额最高
的一家。而净利润增速最快的则
是管信科技，2017年实现净利
润 2073万元，同比 2016年增长
了 935.27%。管信科技拥有中山
市信息管道集约化建设特许经
营权，其高速增长，得益于报告
期内公司清理营运商占用管道
问题导致收入增长和净利润爆
发增长。2017年其营业收入为
8057.32万元，同比增长18.09%；
毛利率达47.77%。

本报记者 黄凡

新三板上市公司2017年报披露完毕

中山69家企业实现营收超74亿元
8家新三板挂牌企业

披露首季业绩
目前，中山新三板挂牌企

业已有 8 家挂牌企业公布了
一季度业绩。8 家公司中，第
一季度营业收入增速最高和
净利润增速最高的是振业优
控，该公司专注智能交通信号
控制系统研发、交通信号优化
和交通仿真服务，总部设在中
山，在广州设有分公司，参与
并完成了以珠三角为重心的
多个省内外交通信号控制项
目。首季营业收入为 1004.41
万元，同比增长了109.76%；实
现净利润 95.46 万元，同比增
长743.10%。此外，实现净利润
最多的是兴中能源，首季实现
净利润 1538.26 万元，同比增
长18.81%。

新三板2017年年报信息披露的规定日期已结束。记者7月11日从广东高维投资了

解到，中山共有 69家企业披露了年度报告。这 69家挂牌企业 2017年实现营业收入

74.10亿元，平均营业收入和平均利润低于新三板整体水平。其中，顶固集创成为营业收

入最多的公司，兴中能源成为净利润最大的公司。

相关新闻

据新华社电 11 日沪深股
市暂别近期持续反弹，双双重现
调整。上证综指失守 2800点整
数位，深证成指则录得近 2%的
较大跌幅。

当日上证综指开盘就跌破
了 2800 点整数位，报 2780.70
点。沪指全天都在阴线区域弱势
运行，盘中下探 2752.44点后跌

幅收窄，尾盘收报2777.77点，较
前一交易日跌 49.86点，跌幅为
1.76%。深证成指走势更为疲弱，
收盘报9023.82点，跌181.61点，
跌幅达到1.97%。

创业板指数收于 1563.01
点，跌幅为1.88%。中小板指数跌
1.61%至6286.93点。

沪深两市个股普跌，上涨品
种总数不足 400 只。不计算 ST

个股和未股改股，两市仅 30多
只个股涨停。

行业板块悉数收跌，航空公
司、互联网两板块领跌，且跌幅
均达到约 4%。软件服务、海运、

IT设备、珠宝零售等板块跌幅
靠前。机场服务、牧渔、生物科技
等板块表现相对抗跌。

两市B指同步收跌。上证B
指跌 1.76%至 286.76 点，深证 B
指跌1.14%至1043.10点。

沪深两市分别成交 1383亿
元和 2028亿元，较前一交易日
略有放大。

全力打造全国新一
轮全面开放新高地

沪推出100条举措
进一步扩大开放

据新华社电 上海市委、市政府 10日举
行的进一步扩大开放推进大会提出，上海出
台5个方面共100条举措，全力打造全国新一
轮全面开放新高地。

在推进大会上，上海市委、市政府发布
的贯彻落实国家进一步扩大开放重大举措、
加快建立开放型经济新体制行动方案明确
了5个方面、20项任务、100条举措。在提升国
际金融中心能级方面，上海提出要大幅放宽
银行业外资市场准入、放宽证券业外资股比
及业务范围限制、进一步扩大保险业对外开
放。同时，支持境外企业和投资者参与上海
证券市场。

在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方面，上海
提出进一步放宽服务业市场准入，将上海自
贸试验区原范围内开放的增值电信业务在
扩区范围适用，并争取进一步扩大实施范
围。加快实施汽车、飞机、船舶产业对外开
放，争取外资新能源汽车项目落地。

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上海提出要加强
司法保护为主、行政保护协同的知识产权保
护机制，出台《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知识产
权司法保护意见》。完善高质量的知识产权
海外维权服务体系，争取国家主管部门授权
在上海设立商标海外维权保护办公室。

在打造进口促进新平台方面，上海提出
按照国际一流标准全力办好中国国际进口
博览会，建设“6天+365天”一站式交易促进
服务平台。全面推进药品医疗器械进口枢纽
口岸建设，争取对临床急需境外已上市且在
我国尚无同品种产品获准注册的抗肿瘤新
药，在上海先行定点使用。

在优化营商环境方面，上海提出要大力
推进“一网通办”政务服务。基本建成电子证
照库，基本实现政府部门各类审批信息共享
共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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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1日，参赛选手在参加VEX机器人工程挑战赛。当日，2018 RoboCom（睿抗）全国总决赛在浙江省杭州市萧山
机器人小镇拉开战幕，来自全国各地的4000多名选手将在9个赛项上展开比拼。围绕青少年特点，这次总决赛通过对抗
类和任务类两种不同的赛事形式，将团队协作、问题解决、科学发现等方面的比赛要求相结合，从项目、程序、工程设计及
团队合作入手，进行赛项设计。 新华社 发

今年电竞市场
规模超880亿

据新华社电 上海市新闻出版
局委托第三方调查机构伽马数据
10日发布的《2018年电子竞技产
业报告》称，中国电子竞技产业正
处于高速增长轨道，2018年市场规
模将逾 880亿元人民币，两年内预
计增长350亿元。

报告显示，中国电子竞技产
业正处于高速发展过程中，预计
2018 年中国电子竞技玩家规模将
达到 4.3亿人。过去 3年内，中国电
子竞技用户增长率持续保持在
20%以上。

电子竞技产业即电子游戏比
赛达到“竞技”层面的体育项目。目
前，中国电子竞技市场收入主要来
自游戏、直播、电竞赛事。其中，电
子竞技游戏占主要地位，游戏直播
以及赛事带来的收入占比较低。
2017年中国电子竞技市场规模达
到770亿元。

据测算，2017年中国各类热门
电竞赛事已超过 500项，商业化趋
势明显，少数头部电竞赛事的影响
力已经比肩传统体育赛事，未来拥
有巨大发展空间。

上半年我国汽车产
销量保持稳定增长

纯电动汽车销售
同比增长96%

据新华社电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11日发
布数据显示，1至 6月我国汽车产销 1405.77
万辆和 1406.65 万辆，同比增长 4.15%和
5.57%，上半年汽车产销总体保持稳定增长。

中汽协数据显示，1至 6月，我国汽车产
销量与上年同期相比，产量增速回落 0.49个
百分点，销量增速提升 0.83个百分点。其中，
乘用车产销 1185.37万辆和 1177.53万辆，同
比增长 3.23%和 4.64%，增速均有所提升；商
用车产销 220.40万辆和 229.11万辆，同比增
长9.41%和10.58%，增速呈一定回落。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
完成 41.3 万辆和 41.2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94.9%和 111.5%。其中，纯电动汽车产销分别
完成 31.4 万辆和 31.3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79%和 96%；插电式混合动力汽车产销分别
完成 10 万辆和 9.9 万辆，同比分别增长
170.2%和181.6%。

我国保护地理标志
产品已达2359个

据新华社电 阳澄湖大闸蟹、五常大米、
宁夏枸杞……地理标志令越来越多的农产
品“名声大振”、价值提升。国家知识产权局
副局长贺化 11日在 2018中国地理标志保护
与发展论坛上表示，将加大地理标志产品保
护力度，积极持续推进地理标志产品国际互
认互保，加强地理标志产品助力扶贫攻坚。

地理标志对于提高产品附加值和农民
收入、保障消费者权益、促进地方经济发展、
保护传统文化遗产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国家知识产权局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
6月底，我国累计保护地理标志产品2359个；
累计建设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示范区 24
个；累计核准专用标志使用企业 8091家，相
关产值逾1万亿元。

本报讯（记者 徐世球 通讯
员 唐勇义）记者昨日从市商务局
审批办获悉，今年1—6月，我市设
立备案外商投资企业307户，不仅
大大超出去年同期的85户，同比
增长超260%，同时比去年全年新
设立总量244户还要多。

6月 27日，中山市赛尼斯特
贸易有限公司完成设立备案，成

为上半年我市307户设立备案外
资企业中的其中一户。记者从市
商务局网络平台上看到，当天设
立备案企业就有3户，而前一天设
立备案企业超过10户，外商投资
显示出强劲势头，几乎每天都有
新的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山成立，
香港成为最热门投资来源地区。

市商务局审批办副主任杜

剑敏表示，今年以来，商务部以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粤港澳合
作、泛珠三角区域合作等为重
点，积极推进内地同香港澳门的
经济合作，在CEPA项（《内地与
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
的安排》）下，对港澳进一步扩大
开放，并在广东先行先试，推动
三地之间特别是粤港澳大湾区

内，货物、资金、人员、信息等生
产要素的自由流动，积极支持广
东自贸试验区在粤港澳经贸合
作中的试点功能，打造粤港澳发
展的新引擎，这些扩大开放的利
好消息以及港珠澳大桥的建成
通车、深中通道的建设，使中山
在珠三角几何中心位置的优势
进一步凸显，成为外商投资中山

的主要吸引点。
杜剑敏介绍，“多证合一”改

革的推行，打破了部门垂直管理
的弊端，实现数据共享，外商投
资数据信息采集、传输、接受和
导入等工作更加便捷，在工商和
商务部门间实现外商投资数据
信息高效、及时双向流动，为外
商投资创造更高效的营商环境。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成为外资涌入主要利好因素

中山市生态环境部督察交办问题整改进度表

序号

1

2

所在地

大涌

大涌

水源地
名称

全禄水厂

全禄水厂

保护区类型
（一级/二级）

一级

一级

问题
类型

农业面源
污染

排污口

问题具体情况

距取水口附近 20米，种植有秋枫树等
经济林，长约1000米，宽约50米，约计
50000㎡。

取水口下游约 50米河道内，有全禄水
厂排污口一个，正在排水，排出的水呈
土黄色，与河道内水体有明显差异。

具体整治措施

1.制定全禄水厂一级保护区内的农业种植
场清退方案，尽快清退。
2.加强管控，严格控制农药、化肥等非点源污染。

制定全禄水厂一级保护区内排污口迁移方
案，对该排污口进行迁移。

整改进展情况

已制定种植场清退方案，加强严管措施，
并制定巡查方案，加强巡查,严控非点源
污染，完善保护区内物理隔离网，整改中。

已制定排污口迁移方案,并进入迁移施
工设计阶段，整改中。

整治
期限

2018年
12月30日

2018年
12月30日

是否完成
整治

否

否

资料来源：中山市环境保护局 责编：陈吉春

中山上半年新设外企同比增逾2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