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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春节的日益临近，A股上市公司的年报业绩
预告披露进入尾声。通过2018年业绩快报及净利润
预计中值数据对比往年的业绩，剔除2016年及之后上
市的，数据宝统计显示，2018年度净利润将创历史新
高的个股，有552只。分行业看，这些股票主要集中在
化工、医药生物、电子、机械设备、计算机等行业，化工
行业分布最广，有66只。

19股盈利将超百亿元
在净利润创历史新高，且公布业绩快报的个股中，

10股去年盈利超百亿元，其中大部分是银行股。盈利
金额最高的是招商银行，去年公司净利润805.6亿元，
同比增长14.84%，净利润增速创六年来新高。兴业银
行去年盈利605.93亿元，浦发银行去年盈利559.14亿
元，盈利超百亿元的还有中信银行、光大银行、平安银
行等。除银行股外，去年盈利超百亿元的有长江电力、
保利地产、绿地控股、陕西煤业。

从净利润增幅来看，上述股票去年净利润增幅均
未翻倍。净利润增幅最大的是涪陵电力，去年净利润
3.5亿元，同比增长54.41%。易华录、利尔化学、维格
娜丝等去年净利润增幅也超过30%。

在净利润创历史新高，且公布业绩预告的个股中，
9股净利润有望超过百亿元。中国建筑预计净利润最
高，公司预计去年净利润为363亿元至395亿元，同比
增加10.2%到19.9%。水泥行业龙头海螺水泥2018年
业绩大幅预增，受益于水泥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
积极影响，市场供求关系持续改善，公司产品销价同比
涨幅较大，公司预计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加126.84亿元
至158.55亿元，同比增加80%至100%，若以增幅中值
计算，其净利润增速将创下12年来新高。

家电龙头格力电器预计去年净利润为260亿元至
270亿元，同比增长16%至21%。宝钢股份、美的集

团、招商蛇口、苏宁易购、海康威视、宁波银行等预计净
利润中值也在百亿元以上。

多只股票去年净利润预计增幅翻倍增长，数据宝
统计显示，103股去年净利润预计增幅中值在100%以
上。净利润预计增幅最大的是东方新星，受重大资产
重组影响，公司预计去年净利润为6.62亿元至6.92亿
元，同比增长59.36倍至62.1倍。三特索道预计去年净
利润为1.2亿元至1.5亿元，同比增长20.81倍至26.27
倍。沙河股份、鲁亿通、天润数娱、科斯伍德、兰州民百
等去年净利润预计增幅中值也在10倍以上。

方大集团开年表现拔得头筹
开年以来，两市行情逐渐回暖，绩优增长股市场关

注度升温，上述股票表现如何？数据宝统计显示，上述
552股开年以来平均涨幅为4.32%，小幅跑赢同期沪
指。方大集团表现最为抢眼，开年以来累计涨幅62%。
公司1月15日晚发布业绩预增公告，预计去年净利润
20.5亿元至24亿元，同比增长79.13%至109.72%。业
绩预告公布后，方大集团连获4个涨停板。

特发信息、美锦能源、民和股份、金风科技、涪陵电
力开年以来涨幅均在30%以上，开年涨幅较大的还有
合力泰、顺鑫农业、仙坛股份、中科创达、兰州民百等。

值得注意的是，从资金面上看，主力资金流入意愿
并不高。数据显示，开年以来，上述股票主力资金合计
净流出129.49亿元，净流入股票数量不足三成。少数
股票获主力资金青睐，其中格力电器获主力资金净流
入规模最高，达到 20.13 亿元，该股开年以来涨幅
12.89%。平安银行获主力资金净流入12.1亿元，开年
以来涨幅16.63%。招商银行、陕西煤业、海康威视开
年以来主力资金净流入均在7亿元以上，开年以来涨
幅均在10%以上。主力资金净流入较大的还有美尚生
态、大华股份、美的集团等。 据证券时报

年赚超百亿！
19股业绩有望创历史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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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品油价格
年内“两连涨”

年内首次上调后，2019年1月
28日24时国内汽油、柴油价格将
再次上调。

国家发展改革委28日发布消
息，按照现行成品油价格形成机制，
自2019年1月28日24时起，国内
汽油、柴油价格每吨分别提高245
元和230元。

折合92号汽油每升上调0.19
元，95号汽油每升上调0.2元，0号
柴油每升上调0.20元。

春节期间走亲访友的车主不用
担心，此次油价上调幅度相对有限，
并不会增加太多出行成本。

对于消费者来说，油价的上调
意味着出行成本的增加，本次调价
政策落地后，油箱容量在50L的家
用轿车，加满一箱92#汽油将较之
前增加9.5元。

以月跑2000公里，百公里油耗
在8L的小型私家车为例，到下次调
价窗口开启（2月14日24时）之前
的半个月时间内，消费者用油成本
将多花15元左右。

后期来看，IMF再次下调对全
球经济增速的预期，无论是发达国
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均面临较大的下
行压力，需求担忧再度重回市场，因
此2月份之后原油需求也将趋于稳
定。

但是欧佩克减产将会持续对原
油价格带来支撑，依据卓创资讯原
油变化率模型显示，重新计算后的
国内参考的原油变化率处于正值
内，故预计下周期（即2月14日24
时）成品油零售限价调整将有望迎
来年内首个“三连涨”。

综合新华社、证券时报、21世
纪经济报道

短暂调整

问：周一沪指高开，盘中冲高回
落，收盘下跌，你怎么看？

答：尽管早盘沪深股指再次刷
新近期反弹新高，但高位强势股集
体杀跌，而权重股的冲高回落也带
动股指持续走弱，最终各股指均小
幅收跌。截至收盘，两市涨停 23
只，跌停29只。技术上看，沪深股
指收盘仍收于5日均线及60小时均
线之上，不过各股指失守了5小时
均线，且60分钟MACD指标再度死
叉，显示短期市场存在分歧；从形态
来看，笔者上周提到沪指仍有再次
收复2600点的可能，且回升力度越
强回档就会越弱，如今沪指最高上
冲至2630点，距离预期目标仍略显
不足，因此短期出现小幅调整也在
情理之中。期指市场，各合约累计
成交略减、持仓增加，各期指合约负
溢价水平整体略有增加。综合来
看，由于节前仅剩4个交易日，看似
短期震荡调整，但从走势分类分析
却是个股低吸的机会。

资产：周一按计划以13.56 元
买入泰禾集团 6.5 万股，之后以
13.63 元卖出 6.5 万股；另以 19.52
元买入巨人网络 3 万股，之后以
19.5元卖出3万股。目前持有南玻
A（000012）22 万 股 ，泰 禾 集 团
（000732）6.5 万 股 ，丽 鹏 股 份
（002374）10万股，英力特（000635）
4万股，城投控股（600649）8万股，
石化机械（000852）6 万股，风华高
科（000636）5 万 股 ，巨 人 网 络
（002558）3 万 股 ，润 达 医 疗
（603108）10 万 股 。 资 金 余 额
2371474.01元，总净值7522274.01
元，盈利3661.14%。

周二操作计划：南玻A、城投控
股、风华高科、润达医疗、巨人网络、
泰禾集团拟持股待涨，丽鹏股份表
现低于预期拟择机卖出，英力特、石
化机械业绩不佳拟择机止损卖出。

胡佳杰

白 杰 品 股

贵金属行业
资金净流入

行业资金流向方面，8个行业
资金净流入，其中贵金属、安防设
备、家电行业等行业资金净流入居
前。53个行业资金净流出，其中医
药制造、电子元件、机械行业等行业
资金净流出居前。

龙虎榜显示，4只个股获机构
净买入。

个股提示
泰胜风能（300129）公司主要

从事风力发电设备、化工设备制造
安装，各类海洋工程设备、设施、平
台的设计、建造、组装、销售，从事货
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风力发电
设备、辅件、零件销售。28日获机
构净买入2182万元。

东方日升（300118）公司专注
于新能源及节能事业，主要从事包
括太阳能电池片、组件、光伏新材
料、光伏电站及节能灯具、新能源金
融服务等业务。28日获机构净买
入688万元。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刘旭强

掘 金 龙 虎 榜

铁路总局对抢票软件实施限制的消息传出，很
快就上了微博的热搜榜。

有的网友拍手称快。
然而，更多网友表示，使用抢票软件主要就是

因为可以不用24小时盯着12306放票，对于买票人
来说，抢票软件更加便利。

铁路总局表示，第三方软件的抢票原理就是不
断地刷新12306网站的余票信息，查询你所购买的
车次是否有人退票，一旦有人退票就立即购买，俗
称“捡漏”。

因此，铁路总局认为，抢票软件与普通用户直
接登录12306购票的唯一区别就是，抢票软件利用
程序和高速网络快速刷票。

铁路部门提醒广大乘客，抢票软件实质上是一
种委托代理服务，由软件运营方使用购买人的身份
信息购买车票。为出行安全，最好不要通过第三方
代购网站和手机客户端购票，避免因代购方冒用他
人信息导致无法在网上办理退票、改签。同时在使
用第三方抢票平台的过程中，用户也面临个人信息
泄露的风险。

网友却担心，没有了抢票软件，又没有时间一
直守着12306刷票怎么办？

于是，有的网友支招铁路总局，在开车前3个小
时只售不退，逼票贩子早点退票。

还有网友建议，12306直接出一个自动抢票功
能，点开网站，选好车次，然后直接自动刷新。

对于今年新开通的候补购票功能，网友们也是
槽点多多。

网友们认为，候补购票目前只开通了北京、沪
宁杭、广东至四川、重庆地区之间的线路，而且只有
普快，这远远不能满足4亿多人次的春运需求。

铁路总局出手限制抢票软件
抢票软件平台不予回应，相关产品仍未下架

春节将至，“年味”渐浓，忙碌了一年的人们纷纷期盼回家过年，同家人团聚，但是回家的春运车票仍然难买。
“邀请好友，抢票加速”“火速抢票，帮好友助力”“求助攻加速，能不能抢到票就看你了”……诸如此类的抢票

链接或小程序页面，想必也出现在了你的很多微信群中。
但是不少网友发现往年使用的抢票软件今年不怎么灵了。1月28日，铁路总局证实，第三方软件的相关机

器特征已经被识别并被实施限制措施。也就是说，即使用户花钱购买了加速服务，购票的成功率也绝不会像各
个抢票软件显示的一样。

铁路总局建议，为出行安全，最好不要通过第三方代购网站和手机客户端购票。

一不小心“被购买”

记者调查发现，选择第三方购票软件不仅收
费项目多，而且大多数软件都把收费服务选项做
得十分隐蔽，一个不留神儿，就有可能“被购买”付
费服务。

在高铁管家App的抢票服务中，在购票页面
的下方设置了唯一一个光速抢票按钮，如果点击
该按钮，则会被默认确认购买40元的加速服务。

而选择直接买票的按钮则是上方一排不显眼
的小字，稍不注意就会被用户忽略。

经过记者亲测，在人们常用的八款抢票软件
中，只有艺龙、美团、飞猪和途牛四家虽然有加速
包等服务，但不存在诱导行为，用户可以根据需要
自行选择。

但是在抢票能力上，这八款产品是不分伯仲的。
在实测中，八款抢票软件都在瞬间抢到了备

选车次的座位并完成了扣款，速度不分伯仲。但
是当把范围缩小到仅该趟列车时，在持续三天的
测试里尚未有抢票软件能成功抢票。

也就是说，乘客可以通过增加备用车次和坐
席的方法增加抢票概率，但没有余票的时候抢票
软件也毫无办法。

“优先出票权”是个谎言

从2018年开始，不少抢票软件都加入了好友
帮忙点击链接获取加速包的功能，经过一年的普
及，这项功能已经不再独特。

2019年，一项名叫“优先出票权”的功能开始
出现在各家平台的增值服务里。

但是，从铁路总局近期的解释中，我们可以发

现这项功能其实就是一个“谎言”。
归根结底，抢票软件以增加带宽以及高速下

单的方式通过12306购票，原理主要是通过插件
或爬虫软件的方式，提高查票频率和验证码识别
速度，一旦检测到余票就迅速锁定，并通过高速填
写乘车人信息和自动识别验证码来抢票。

当没有余票的时候，无论是抢票还是“优先出
票权”都是没有用的。铁路总局并没有给哪家抢
票软件开了后门，可以优先出票。

个人信息可能被泄露

2017年6月施行的我国网络安全法第76条
中，将“个人信息”定义为“以电子或者其他方式记
录的能够单独或者与其他信息结合识别自然人个
人身份的各种信息，包括但不限于自然人的姓名、
出生日期、身份证件号码、个人生物识别信息、住
址、电话号码等。”同时，还规定：网络运营者应当
对其收集的用户信息严格保密，并建立健全用户
信息保护制度。网络运营者不得泄露、篡改、毁损
其收集的个人信息；未经被收集者同意，不得向他
人提供个人信息。但是，经过处理无法识别特定
个人且不能复原的除外。

业内人士表示，乘客通过抢票软件购票必须
提供自己的真实姓名、身份证号、手机号等个人信
息，而抢票软件平台有义务对其掌握的乘客个人
信息严格保密。但仍无法排除平台工作人员出于
私利，泄露乘客个人信息的情况，万一信息被不法
分子利用，就有可能沦为他人倒票或进行其他违
法活动的工具。而且，此类个人信息被泄露的情
况很难被乘客所知晓，具有较大的维权难度。

综合央视、中国基金报、扬子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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抢票软件的三大“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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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友建议12306开通抢票功能

对于第三方抢票软件的性质，法律尚未明确，
但有业内人士认为，抢票加速与买票插队一样，只
不过是利用了互联网的技术手段。

有法律界人士表示，第三方抢票软件收取的费
用到底属于车票加价还是服务加价存在争议。目
前有关部门尚未对抢票软件行业有明确规定，抢票
软件在法律上仍处于灰色地带。因此，也需要有关
部门对第三方抢票的行为做出界定，并对抢票软件
进行监管，以便今后更好地规范火车票售卖市场，
让“游子”能够安心回家。

对于昨日铁路总局“封杀”第三方抢票软件的
消息，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第一时间联系上
各大抢票软件公司，携程和360均表示，对此事不予
置评。但记者点开携程App，目前仍在正常使用
中，并未受到铁路局的相关限制。据携程客服介
绍，携程平台上的抢票成功率也是真实的，其抢票
成功率是根据往年车次热门程度、乘车人数等计算
得出的。

而飞猪表示，飞猪提供的是火车票预约购票功
能，支持用户提前60天预约未开放购买的车次，一
旦放票，飞猪将第一时间按照用户预约要求自动购
买。如预约不成功，将全额退款。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易弋力 综合央视

抢票软件仍能正常使用

漫画 杨仕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