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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价新一轮上涨周期启动

养殖公司业绩有望改善

□

本报记者 王锦

8月12日， 生猪养殖上市公司雏鹰农牧

盘中股价创出年内新高12.23元， 当日收盘

上涨5.22%，8月11日雏鹰农牧股价曾走出涨

停板。 同雏鹰农牧一样，A股其他生猪养殖

公司新五丰、牧原股份等股价近期表现同样

强势。

支撑生猪养殖板块上行的主要动力来自

于猪价的上涨。业界认为，由于生猪市场的供

需基本面发生逆转， 猪价新一轮周期性上涨

已经启动， 下半年生猪价格将进入温和上涨

通道，这对于生猪养殖上市公司而言，则意味

着盈利回升、业绩改善。

猪价连续上涨

自7月初至今， 全国生猪市场已连续5周

出现上涨。搜猪网数据显示，8月12日，全国生

猪均价14.25元/公斤， 出栏瘦肉型生猪均价

14.78元/公斤， 该价格已同年初最高点相差

无几，即将创出年内新高。自7月初至今，生猪

价格累计涨幅已经达到16.8%。

事实上， 从消费端来看，7月份一向是猪

肉消费的淡季，而本次猪价上涨正是起始于7

月份。 “猪价反弹的根本原因还是市场供需

基本面发生逆转。与上半年相比，供给正在逐

渐下降，即使在需求淡季，这种供需剪刀差促

使了价格出现上涨。 ” 搜猪网分析师冯永辉

表示。

供给端的下降从农业部最新公布的数据

上也可看出端倪。 农业部8月11日发布7月份

4000个监测点生猪存栏信息， 数据显示，全

国生猪存栏数量7月份环比增加0.3%，同比减

少5.4%； 能繁母猪存栏量7月份环比减少

1.2%，同比减少9.1%。

业内指出， 母猪存栏量决定着未来生猪

的供应量， 母猪存栏量已经连续多月出现下

降，且7月份环比减少幅度加大，显示出伴随

淘汰母猪的加快， 目前能繁母猪存栏量已处

于较低水平，也预示着未来6个月生猪供应相

对需求将呈“吃紧”状态。

冯永辉表示， 此次猪价上涨符合猪周期

的内在规律，在基本面缓慢改变的支撑下，此

轮温和上涨也具备可持续性， 同样代表着周

期性上涨的启动， 下半年震荡上扬将是生猪

市场的主要趋势， 但猪价上涨幅度不会过于

激烈。

三季度业绩将改善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猪价出现大幅反弹，

但由于玉米等饲料价格上涨导致成本大幅上

升，生猪市场并未完全摆脱亏损，只有部分规

模养猪场实现盈利。搜猪网数据显示，当前全

国自繁自养出栏头均盈利为-67元/头。

不过， 由于业界判断稳定上扬将是未来

生猪市场的主基调， 该种趋势也决定了生猪

养殖公司有望在下半年迎来确定性的业绩改

善机会。

目前养殖行业已有雏鹰农牧、牧原股份、

新五丰公布2014年半年报， 上半年三家上市

公司全部出现亏损， 雏鹰农牧净利润亏损

1.48亿元，牧原股份净利润亏损8045万元，新

五丰亏损4000万元。 但在中期巨亏的同时，

三季报业绩的转好预期也在显现。

雏鹰农牧表示，受供求关系和周期性补

栏因素影响，预计仔猪价格在第三季度会出

现全年新的高度；同时，下半年肉猪销售市

场会出现较大幅度反弹。 在此背景下，公司

预计1-9月份净利润亏损5500万至8500万

元，也意味着第三季度雏鹰农牧有望扭亏为

盈、预计实现净利润6300万-9300万元。

中期亏损8045万元的牧原股份也预计前

三季度净利润为-4000万至2000万元， 同样

意味着第三季度公司净利润约为4045万元至

10045万元。

兵团发布牛羊肉生产发展倍增计划

相关畜牧业公司有望受益

□

本报记者 李香才 周浙玲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日前出台《兵团牛羊肉

生产发展规划（2014-2020年）》。 规划提出，

努力把兵团建成国家重要的优质牛羊肉生产加

工基地，基本建立较完善的现代畜牧产业体系。

中国证券报记者梳理兵团近年来畜牧业发展情

况发现，发展特点可以用五年倍增来概括，最新

提出的2020年的目标较2015年同样是倍增。 业

内人士指出，随着兵团畜牧业发展，西部牧业、

天润乳业、天康生物、新农开发等相关公司或持

续受益。

南疆优先发展

规划提出，到2015年，兵团牛羊出栏数达到

558万头（只），牛羊肉产量达到16万吨，牛、羊

良种率分别达到70%和60%，牛、羊规模化养殖

水平分别达到50%和40%， 肉制品加工率达到

15%以上， 高端肉制品占总产量10%以上；到

2020年，牛羊出栏数达到1080万头（只），牛羊

肉产量达到36万吨，牛、羊良种率分别达到80%

和70%，牛、羊规模化养殖水平分别达到80%和

60%，肉制品加工率达到30%以上，高端肉制品

占总产量25%以上。

根据规划，本规划期内总投资165亿元。 其

中，能繁母畜购入投资53亿元，标准化规模养殖

场建设投资85亿元，良种繁育体系建设投资6亿

元，饲草料产业基地建设投资8亿元，肉牛肉羊

产业化示范工程建设投资9亿元，动物疫病防控

及防灾减灾体系建设投资2亿元，新型经营主体

建设投资2亿元。

规划提出， 综合考虑生产基础及饲草料资

源禀赋、区位优势等条件，突出区域特色，在区

域布局上优先发展南疆区， 稳步发展北疆东疆

腹心区，加快发展北疆边境区，并以加工企业为

龙头，促进三大区域共同发展。

主要任务方面，规划提出，将加强良种繁育

与推广， 促进畜群良种化； 加快标准化规模养

殖，推进养殖设施化；建立饲草料产业体系，促

进饲草料生产专业化；培育壮大龙头产业，促进

经营产业化；培育新型经营主体，促进生产队伍

职业化； 完善防疫防灾减灾和质量安全体系建

设，促进防疫制度化。

畜牧业五年倍增

兵团2007年提出加快建设农业三大基地，

“十二五” 规划提出率先要在全国实现农业现

代化。畜牧业作为现代农业的组成部分，不仅是

推动城镇化进程的物质保障， 而且为新型工业

化发展提供优质、安全的原料，最有条件参与国

内外市场竞争， 有利于促进现代农业向多功能

拓展，实现农业可持续发展。

中国证券报记者梳理近年来兵团畜牧业发

展状况发现，畜牧业规模可以说每五年翻倍。数

据显示，兵团2010年实现畜牧业产值76.9亿元，

较2005年增长90.0%，年均增长13.7%。 “十二

五” 期间，兵团提出畜牧业建设“四大工程” 和

“四大体系” ，采取加快推进标准化、规模化养

殖技术等措施，实现主要畜产品产量（肉、乳）

和综合效益倍增目标， 为兵团率先在西部实现

农业现代化奠定基础。

目前，兵团畜牧业产业规模偏小，发展水平

偏低，是兵团农业的薄弱环节，而肉牛肉羊产业

又是兵团畜牧业的短板。 加快发展牛羊肉产

业，对保障疆内群众肉品供应，优化农业结构，

引导农业职工转移就业， 促进多元增收具有重

要意义。

业内人士指出， 随着兵团畜牧业持续发

展，相关上市公司有望从中获益。 西部牧业具

备发展牛羊肉的种源优势，公司奶牛、肉牛产

业有望实现快速发展。 天康生物主营畜禽用

生物疫苗及饲料的生产销售， 是农业部在新

疆唯一的兽用生物制品定点生产企业。 此外，

从事奶牛养殖的天润乳业和新农开发也有望

受益。

现代灌溉2500亿元投资静待释放

行业发展呈现地域特点

□

本报记者 郭力方

水利部近日召开《全国现代灌溉发展规划》

审查会。 水利部副部长李国英在会上表示，下一

步将抓紧规划修改完善和上报审批工作。

中国证券报记者了解到，《全国灌溉发展总

体规划》在确定2020年各项目标的基础上，进一

步明确全国范围内推广农业节水灌溉技术。根据

相关市场测算， 完成该规划提出的目标任务，有

望拉动超过2500亿元的投资， 对具有技术及市

场优势的区域性节水灌溉管材设备生产商及工

程商形成利好。

高效节水市场空间巨大

根据规划，到2020年，全国农田有效灌溉面

积达到10亿亩， 新增节水灌溉工程面积3亿亩，

其中新增高效节水灌溉工程面积1.5亿亩以上，

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达到0.55以上。 同时，

全国旱作节水农业技术推广面积达到5亿亩以

上，高效用水技术覆盖率达到50%以上。 这也是

2012 年 底 发 布 的 《国 家 农 业 节 水 纲 要

（2012-2020）》中提及的数字。

相关统计显示，目前全国范围内累计有效灌

溉面积超过9亿亩，农田灌溉用水有效利用系数

由0.45提高到0.5。 尽管如此，相关专家指出，这9

亿多亩的面积中的高效节水灌溉面积尚不足

10%，且农田灌溉用水有效利用系数比发达国家

0.8的水平低出近一半， 我国大力推广高效节水

的空间还很大。

根据《规划》，到2020年，节水灌溉工程将

在有效灌溉面积内推广渠道防渗控制、低压管道

输水及喷灌微灌等高效节水技术。 其中，在大中

型灌区（主要分布在全国13个粮食主产区和缺

水严重的北方特别是西部地区），主要推进输配

水渠道及管网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工作；而在农

田水利重点县， 北方地区要把节水灌溉作为重

点，东北、西北地区大力发展喷灌、微灌等高效节

水灌溉；华北平原、黄淮海地区大力发展高标准

管道输水灌溉。

经相关市场粗略测算，目前推广喷、微灌灌

溉工程的投资金额平均每亩为1000元到1500

元， 到2020年力争实现1.5亿亩高效节水灌溉面

积，有望拉动超过2500亿元的市场投资。

利好区域节水灌溉企业

值得注意的是， 目前全国农业节水灌溉存在

区域不平衡问题， 全国范围内推广高效节水灌溉

面积将按照分区域规划的思路， 其主线是东北节

水增粮，西北节水增效，华北节水压采和南方节水

减排等。 按照水利部要求，各地今年要按水利部统

一部署编制各自辖区的区域节水灌溉相关规划。

市场分析人士指出，在政策导向影响下，未来

国内节水灌溉行业发展将呈现一定的地域特点，

各区域侧重点的不同将决定其产业市场特征。

一位国内大型节水灌溉公司高管此前曾对

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 以国家现在力推的滴灌、

微灌等高效节水技术为例，其更适合于西北和华

北等区域的农田土地特性及灌溉作业习惯；而在

东北地区， 喷灌作业则是更主流的灌溉形式，也

更适宜当地农作物生长。

结合此特点，上述分析人士认为，不同地区

市场将适合不同专业特色的节水灌溉公司开展

业务。A股上市公司中，大禹节水、新疆天业为代

表推广滴灌、微灌技术较为成功，其业务可能更

适合西北及华北市场；而在东北地区，当地传统

农业水利龙头亚盛集团将率先受益。对于南方而

言，由于南方相对雨水充沛，单纯提高灌溉效率

的举措可能并不适用，更须依赖于既有水利工程

减少灌溉用水流失及排放等间接节水措施。这意

味着南方地区未来更适合区域性的小型农田水

利工程技术及施工商，如安徽水利、利欧股份等

公司开展业务。

我国盐湖制锂技术获新突破

□

本报记者 游沙

中国证券报记者从国家专利局网站获悉，

西藏金浩投资有限公司在盐湖制锂方面获得多

项专利，包括“一种从盐湖卤水中制取高纯碳酸

锂的方法” 发明专利和“高纯度碳酸锂的制备

系统” 、“一种加速盐湖水中碳酸锂结晶的装

置” 等7项实用新型专利，形成了一套全新的系

统提锂技术。

金浩投资技术研发负责人朱彬元表示，采

取该套技术提取碳酸锂， 按年产万吨以上规

模计算，成本大约降至10000元/吨，经济效益

显著。

两小时一次提锂周期

据了解， 该专利项目是由金浩公司与中南

大学合作，根据高原环境特性（沸点低的气压条

件）以及碳酸锂逆溶解度特性，共同研发了“负

压蒸发结晶碳酸锂” 技术，实现了两个小时完成

一次提锂周期，是目前世界最快的盐湖制锂技术

之一。

朱彬元介绍， 在实现工业化提锂的基础上，

公司还确定了光电和光热结合为制取盐湖碳酸

锂提供热能和电能的系统技术方案。 在这方面，

公司和东莞市永淦节能科技有限公司等企业合

作，获得了三项国家专利。 该技术不仅仅可以用

于盐湖提锂，对西藏地区工业化生产和降低能耗

具备经济意义。

“在实现上述两项技术突破后， 我们还在

固液分离技术上实现了突破。 ” 金浩投资总经

理余昊表示，2013年底， 固液分离技术获得重

要突破， 金浩技术团队设计了一种新型的节能

固液分离方式和装置， 并研制了世界上第一个

一体化锂盐固液分离装置， 并获得国家知识产

权专利证书。

据上述系统提锂技术综合实验结果，其工艺

特点为生产时间短，约两个小时一个周期；收率

高，达到45%以上；品位大幅提高至90%以上；产

量、产值和利润大幅提高。

提锂成本大幅下降

朱彬元说， 采用此项系统技术提取碳酸锂，

使工业化盐湖提锂成为可能；同时，通过光热和

光电的综合利用及热能回收， 生产成本大大降

低，经济效应显著。可以预计，中国盐湖制锂将进

入快速发展期。

据悉， 锂资源主要存在于盐湖和锂辉石、锂

云母石岩矿床中，其中盐湖锂资源占全球锂储量

的60%以上，目前全球碳酸锂80%产量为盐湖卤

水提取。 我国锂资源丰富，但是由于卤水提锂还

没有形成量产，中国生产的碳酸锂80%以上为矿

石提取，而锂辉石、锂云母石产量不足，每年需大

量进口卤水与锂精矿。

华创证券研报指出，盐湖提锂产业链成本

低于矿石提锂，在均为自有矿情形下，盐湖提

锂生产电池级碳酸锂成本低于矿石提锂5000

元/吨以上。但由于目前技术不成熟，盐湖提锂

成本过高，按照目前技术水平推测，国内盐湖

提取碳酸锂的成本约20000元/吨， 规模化后

降到15000元/吨左右。 而根据金浩投资的介

绍 ， 采用公司这套新型技术的成本可降到

10000元/吨。

业内人士表示，盐湖提锂成本如果大幅度

下降，将改变我国碳酸锂业行业格局，卤水提

炼碳酸锂份额将会上升，形成对锂矿提取碳酸

锂的冲击。 由于我国盐湖储量丰富，一旦卤水

提取碳酸锂达到量产，也会影响世界碳酸锂行

业格局。

亚洲制造业年会9月举行

□

本报记者 刘兴龙

8月12日， 亚洲制造业协会召开新闻发

布会宣布，第七届亚洲制造业年会将于2014

年9月18-20日在山东潍坊举行，将就“新一

轮增长与工业4.0战略” 展开深入研讨。

亚洲制造业协会首席执行官罗军表示，

当前我国传统产业转型的确遇到了很多困

难，同时也面临很多机会。 德国工业4.0思路

值得深入思考，有利于我国提早布局制造业

未来发展战略。 而未来制造业的发展趋势是

整合更多先进制造技术，打造更多的平台经

济，使3D打印技术、数字技术、互联网技术、

材料技术结合的更加紧密，各个行业将更加

智能化、自动化、个性化。

亚洲制造业协会是亚洲地区先进制造业

企业发起成立的非营利性行业智库组织，连

续举办了六届亚洲制造业论坛年会。 本次大

会将举办“诺贝尔经济学家专题讲座” 、“对

话诺贝尔经济学家” 、“德国工业4.0专题报

告会” 等多个专题活动。

乐视TV招募实体店合作方

□

本报记者 陈静

8月12日，乐视TV推出“LePar超级合伙

人” 计划，通过开设统一授权管理、统一标

准、统一服务的乐视TV体验店，吸引合作伙

伴加入并给予全面支持。

乐视方面介绍，LePar是乐视CP2C全流

程直达用户理念的延伸。 随着超级电视销量

的持续增长， 越来越多的用户需要近在身边

的服务，LePar既是线下体验的展示平台，又

是售后服务平台。

通过LePar计划， 乐视TV还可以与超级

合伙人一起实现真正的C2B，超级合伙人可通

过乐视TV体验店进行用户招募体验，与用户

沟通做市场调研和需求预测， 并最终获取订

单，产品销售实现全流程电商化。 同时，LePar

计划也是一种众筹模式，不仅适合乐迷创业、

个体经销，也适用于平台连锁、集团内购。

绿盒王老吉推出新品

主打餐饮市场

□

本报记者 黎宇文

8月12日， 王老吉药业在广州召开新闻

发布会，推出绿盒王老吉的新品钻石装王老

吉。 据悉，过去盒装王老吉由于包装容量等

限制， 使其在餐饮市场的推广带来制约，而

容量更大、 包装更时尚的王老吉钻石装，将

成为绿盒王老吉进军餐饮市场的主打产品。

对于钻石装王老吉的市场策略，王老吉

市场部副总监汪雄伟介绍：“将选择中档餐

饮门店作为产品重点切入市场， 先建根据

地，再拓展全国。 地域方面，将选择全国影响

范围最广的粤菜、湘菜、川菜发源地的广州、

长沙、 成都作为根据地， 逐步覆盖华南、华

中、华东、西南市场，并最终拓展到全国。 ”

上半年家电网购

规模达830亿元

□

本报记者 张玉洁

《2014上半年家电网购分析报告》8月

12日发布。 上半年， 我国B2C家电网购市场

（含移动终端） 规模达830亿元， 同比增长

56.6%。 其中，大家电230亿元（平板电视88

亿元，空调67亿元，冰箱45亿元，洗衣机30亿

元），同比增长67%；手机406亿元，同比增长

35%；小家电160亿元，同比增长80%以上。

从电商竞争格局来看，上半年，京东与腾

讯的战略合作以及京东集团成功上市使B2C

电商领域进入两强争霸局面， 京东和天猫二

者占据了九成市场份额。

报告同时显示，经过家电企业多年布局，

线上市场呈现出与线下一致的品牌格局。 上

半年， 海尔和美的两大白电巨头线上销售市

场份额方面仍然保持明显优势。

新疆油田

上半年增效节支超亿元

□

本报记者 汪珺

中国证券报记者8月12日从中国石油集

团获悉，新疆油田通过强化三大保障措施，扎

实推进增收节支项目，上半年实现开源节流

降本增效1.3亿元。

数据显示，上半年，新疆油田采取改变冬

季生产运行模式、关停低效无效井等措施，降

低燃料、井下作业等成本支出，实现节支0.96

亿元。 其中，重油开发公司通过关停无效井、

优化注汽方式等，节约修井费0.24亿元；风城

油田作业区通过优化注汽强度、优化组合注

汽、优化选井注汽，有效减少入井蒸汽量，降

低蒸汽成本0.16亿元。

在节能降耗方面，新疆油田淘汰高耗能

装置，加快设备节能改造；优化方案设计，提

高设备使用效率，降低系统单耗；应用新工

艺、新技术，加强水电管理，上半年节能降耗

实现挖潜0.09亿元。此外，上半年盘活闲置资

产0.18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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