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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壳上市 步森股份连续涨停

□本报记者 徐伟平

停牌4个多月的步森股份

上周四晚间公告， 拟通过重大

资产置换、 资产出售等一系列

交易， 实现广西康华农业股份

有限公司的借壳上市。 受此影

响， 步森股份复牌后连续两个

交易日一字涨停， 成交额分别

为148万元和95万元，投资者惜

售情绪显著， 预计该股短期有

望延续升势。

根据重组预案，本次交易拟

置出资产的评估值为51973.07

万元， 协商后作价51973.07万

元。 其中，步森股份以拟置出资

产中等值4.3亿元的资产和负

债， 与14名交易对方所持康华

农业100%股份中的等值部分进

行置换， 剩余部分价值8973.07

万元的资产将全部出售给上市

公司现任控股股东步森集团，后

者以现金方式向步森股份购买。

上述置换后的差额部分由步森

股份向康华农业股东非公开发

行股份购买。 截至评估基准日

2014年4月30日，康华农业净资

产账面值为5.47亿元，评估价值

为43.06亿元，增值率686.68%，

最终交易价格为41.7亿元。扣除

4.3亿元的置换部分后， 剩余差

额部分37.4亿元由上市公司发

行股份购买， 发行价格为12.63

元/股。

分析人士指出， 受制于服

装终端市场的疲软，销售规模

的下降，上半年步森股份业绩

出现亏损， 实现净利润-3508.

05万元———3168.56万元。本次

交易完成后步森股份将由品

牌男装的生产商变身为优质

水稻等农产品销售商，行业前

景被看好。 此外，复牌后公司

股价成交额较低，投资者惜售

情绪显著，预计该股短期有望

延续升势。

北斗星通融资余额飙升

□本报记者 龙跃

在公告了相关收购预案

后， 北斗星通于8月15日复牌，

复牌后该股股价出现持续涨停

走势， 刺激融资客参与热情大

幅提升。 统计显示，8月15日以

来， 北斗星通融资余额增长了

近4倍。

北斗星通昨日以41.80元低

开， 此后全天呈现冲高回落走

势， 尾市以41.97元报收， 下跌

0.38元，跌幅为0.90%。 至此，该

股近期持续的逼空走势终于告

一段落。 北斗星通8月14日晚间

发布重组预案，公告显示若公司

本次重组成功，将快速切入卫星

导航天线等具有吸引力的业务

领域。 受此消息提振，该股自8

月15日开始出现持续涨停走

势，期间涨幅高达69.23%。

股价的大幅上涨明显刺激

了融资客的参与热情。 统计显

示，8月15日以来， 北斗星通融

资余额增幅高达384.98%，上周

五融资余额报3.72亿元，占流通

市值的比例为6.5%。

分析人士指出，经过持续逼

空上涨后，昨日北斗星通走势已

经初露疲态，近期追高介入该股

的融资资金短期应该提防该股

出现股价剧烈震荡。

一心堂现机构大手笔追买

□本报记者 魏静

随着新一批新股申购的临

近，次新股阵营再掀炒作潮。 其

中，7月初上市的一心堂更是连

收四阳，昨日强势封住涨停板。

分析人士表示， 诸如一心堂这

类新发行的次新股再现强劲涨

势， 除了受炒新军团重新回归

的带动外，机构等资金的追买，

才是这类个股短期连涨的关键

因素。

在持续徘徊了将近一个月

之后， 近日一心堂才得以重启

快涨模式。 最近一周多以来，一

心堂强势实现四连阳， 昨日更

是高调封住涨停板， 报收38.10

元， 短期直指7月15日的高点

41.43元。

分析人士表示， 在昨日两

市集体调整的大背景下，一心

堂能够高调涨停，还是与其公

布的业绩情况好于预期密切

相关。 2014年中期，公司综合

毛利率为42.02%，同比提升了

1.6个百分点。 其中，公司区域

市场份额提高与采购规模增

大提升供应商议价能力、不断

提升生产厂商直接采购比例，

以及提高厂商共建等高毛利

品种销售占比，是公司毛利率

持续提升的原因。 据此，申银

万国等主流券商纷纷上调公

司的盈利预测。

而盘后一心堂的公开交易

信息也显示出，该股受到了机构

的追买，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助推

了该股的涨势。 据悉，在一心堂

买入前五的席位中，买一席位为

机构席位，买入额为4819万元，

其余均为营业部席位；而其卖出

席位均为营业部席位。

政策助力 风电板块景气回暖迎“升” 机

□本报实习记者 叶涛

本周一沪深两市再现回调， 但受国家

能源局公布的《全国海上风电开发建设方

案（2014-2016）》带动，风电概念获得投

资者热烈追捧，wind风力发电板块成为表

现最好的概念板块。华鑫证券研报表示，随

着产业结构改善、 新建特高压等因素改善

并网、 消纳瓶颈， 以及海上风电盛宴的开

启， 未来2-3年内风电行业将保持稳定增

长态势，风电板块估值有望进一步提升。

政策暖风催生市场热情

据媒体报道，国家能源局8月22日下午

召开全国海上风电推进会，并对外公布《全

国 海 上 风 电 开 发 建 设 方 案

（2014-2016）》。该《方案》涉及44个海上

风电项目，共计逾10GW装机容量。未来，国

家能源局还将会同国家发改委、国家海洋局

和交通部等部门，共同研究促进海上风电开

发建设措施，推进产业下一步发展。

《方案》的出台给风电概念带来了上

攻契机。尽管昨日沪综指和深成指双双低

开低走， 全天跌幅分别达到0.51%和

1.55%，wind风力发电指数却并未随之下

跌，反而逆市上扬1.36%，位列概念涨幅榜

首位。 值得注意的是，98个wind概念板块

中，昨日出现上涨的仅有10个板块，且大

多数涨幅在0.50%以下， 风力发电指数遥

遥领先的态势凸显出投资者的热情高涨。

个股方面，绝大多数风力发电成分股

均实现逆市上涨，其中，金凤科技强势涨

停，天顺风能、银星能源、吉鑫科技涨幅也

分别达到5.77%、3.98%和3.21%； 整体来

看，正常交易的17只成分股中有14只的涨

幅跑赢沪综指。

分析人士指出，与陆地风电相比，海上

风电风能资源的能量效益比陆地风场高

20%-40%，还具有不占地、风速高、沙尘

少、电量大、运行稳定以及粉尘零排放等优

势，同时能够减少机组的磨损，延长风力发

电机组的使用寿命。而且对我国而言，海上

风电资源最丰富的地区主要集中在东南沿

海，毗邻用电需求大的经济发达区域，还可

以实现就近消化，降低输送成本，今后发展

潜力巨大。再加上此次《方案》装机容量大

大超过业绩预期， 这也预示着沉寂多年的

海上风电有望加速发展， 相关设备上市公

司也将迎来崭新的发展机遇。

景气度持续转暖可期

风电行业整体景气度正在回暖 。

2010年起， 我国风电产业在经历了前期

高速发展之后进入痛苦而漫长的阶段调

整，直到2013年才迎来转机。 根据中国风

能协会数据，2013年中国（不包括台湾地

区）新增风电装机容量16.09GW，同比增

长24.1%；累计装机容量91.41GW，同比

增长21.4%，新增装机和累计装机两项数

据均居世界第一。 业内人士认为，今年国

内新增风电装机容量预计至少在18GW

以上，乐观情况下甚至有接近20GW的可

能。 可以说，装机容量的持续增加为风电

产业基本面由弱向强奠定了坚实基础。

实际上，早在《方案》出台前，国家

对风电产业的扶持力度就呈现不断加码

迹象， 而风电产业景气度的回升也与扶

持政策密不可分。 2013年2月，国家能源

局印发 《关于做好2013年风电并网和消

纳相关工作的通知》，目标直指对风电产

业桎梏最深的“弃风” 和“并网” 问题；5

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取消和下放一批行

政审批项目等事项的决定》，将企业投资

风电站项目（总装机容量5万千瓦及以上

项目） 核准权限由国家发改委下放到各

地方政府，为风电投资和建设进一步“松

绑” ；去年下半年以来，国家还加大了特

高压线路的建设， 一旦上述项目建成发

挥作用，风电的输送有望更加顺畅，风电

利用小时数也获得更大上升空间。 目前，

国家能源局已经正式下发文件批复12条

电力外送通道，其中明确提出4交4直8条

特高压工程建设方案， 并首次明确线路

建设时间表。 特高压建设进度明显大幅

加强，也有利于风电并网能力提升。

单就海上风电而言，今年6月19日国

家发改委出台《关于海上风电上网电价

政策的通知》， 明确了海上风电价格政

策， 部分已经招标或已经批准的项目或

加速进行。 目前，全国有17个海上风电

项目已经获得国家能源局批准， 主要分

布在江苏、上海、福建、浙江、广东等地，

此外还有28个项目正在争取国家能源局

同意。分析人士认为，海上风电或成为超

预期因素， 带动风电行业全年维持较快

增长。

投资方向上， 分析人士建议重点关

注风电设备厂商， 尤其在海上风电具备

先发优势的上市公司；此外，海上风电对

海工需将大幅提升， 在这一业务领域具

备较强实力的公司也值得注意。 但鉴于

今年风资源相对往年较差， 发电小时数

回落拖累风电站盈利能力， 投资者应对

下游风电站运营个股保持警惕。

火电企业排污权交易遭禁

脱硫脱硝市场步入快速发展期

□本报记者 徐伟平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公布《关于进一步

推进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试点工作的

指导意见》，其中提及火电企业(包括其他

行业自备电厂，不含热电联产机组供热部

分)原则上不得与其他行业企业进行涉及

大气污染物的排污权交易。 环境质量未达

到要求的地区不得进行增加本地区污染

物总量的排污权交易。 分析人士指出，大

气环境的治理和改善是一项长期工作，火

电企业禁止参与排污权的交易，企业自身

在脱硫脱硝方面的投资有望提升，脱硫脱

硝设备需求望迎来快速增长,行业有望迈

入快速发展期。

火电企业排污权交易遭禁

2007年以来，国务院有关部门组织天

津、河北、内蒙古等11个省（区、市）开展

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试点，取得了一定

进展。 为进一步推进试点工作，促进主要

污染物排放总量持续有效减少，近日国务

院办公厅公布《关于进一步推进排污权有

偿使用和交易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

意见提出，建立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

易制度， 是我国环境资源领域一项重大

的、基础性的机制创新和制度改革，是生

态文明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将对更好地

发挥污染物总量控制制度作用，在全社会

树立环境资源有价的理念，促进经济社会

持续健康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到2017年，

试点地区排污权有偿使用和交易制度基

本建立，试点工作基本完成。

在控制交易范围方面， 意见提出，排

污权交易原则上在各试点省份内进行。涉

及水污染物的排污权交易仅限于在同一

流域内进行。 火电企业（包括其他行业自

备电厂， 不含热电联产机组供热部分）原

则上不得与其他行业企业进行涉及大气

污染物的排污权交易。环境质量未达到要

求的地区不得进行增加本地区污染物总

量的排污权交易。工业污染源不得与农业

污染源进行排污权交易。

分析人士指出，火电企业禁止参与排

污权的交易，企业自身在脱硫脱硝方面的

投资有望提升，脱硫脱硝设备需求望迎来

快速增长, 政策春风再度吹入环保领域，

脱硫脱硝行业有望显著受益。

火电脱硝市场规模或达3000亿

近年来，政策面的春风频繁光顾脱硫

脱硝行业。早在2011年9月，环保部就发布

了新修订的 《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标

准》，并于2012年1月1日起实施。按照《标

准》要求，到2015年，国内已运行和新建

火电机组要全部安装烟气脱硝设施，以实

现“十二五” 规划纲要中要求的二氧化硫

和氮氧化物分别减排8%和10%的总体目

标。 按照要求，新建机组2012年1月1日开

始、老机组2014年7月1日开始，其氮氧化

物排放量不得超出100毫克/立方米。 随

后，国家发展改革委下发通知，在京、津、

冀等十四个省市自治区试行脱硝电价补

贴，标准暂定每千瓦时8厘钱。上述措施对

氮氧化物减排发挥了重大作用，相关数据

表明，2012年上半年全国氮氧化物排放量

首次出现同比下降0.24%； 全国脱硝机组

平均脱硝效率40.3%，较2011年同比提高

16.1个百分点。

2013年1月9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下发

了《关于扩大脱硝电价政策试点范围有关

问题的通知》，自2013年1月1日起，将脱

硝电价试点范围由现行14个省（自治区、

直辖市）的部分燃煤发电机组，扩大为全

国所有燃煤发电机组；同时，脱硝电价标

准为每千瓦时8厘钱。机构人士普遍预测，

在政策的推动下，全国火电厂烟气脱硝将

进入集中爆发期。预计今年全国新增火电

厂脱硝装机规模可达1.5亿千瓦，到“十二

五” 末，由此创造的烟气脱硝市场规模可

达3000亿元。

有业内人士指出，我国的火电脱硝普

及率还不高，据不完全统计，目前火电厂

已安装脱硝装置的机组约为1亿千瓦，尚

不到目前火电总装机容量7.07亿千瓦的

15%，离环保部要求的脱硝普及率还有很

大的距离。 国家发展改革委进一步扩大脱

硝电价试点范围，将促使脱硝市场容量进

一步扩大。

环保设备市场潜力加速释放

从目前来看， 脱硫脱硝市场扩容之

后,在脱硝工程、低氮燃烧、SCR及催化剂

市场等领域具备竞争优势的公司将获得

较大发展； 具备前段脱硝技术能力的公

司、 从事脱硝工程EPC和BOT的公司、从

事脱硝监测业务的公司将从中受益。

有专家指出， 按照新的火电厂大气排

放标准， 初步估算全国现役7.07亿千瓦火

电机组的改造费用共约2000亿-2500亿

元。 考虑到“十二五”新增火电机组2.5亿

千瓦， 环保设施因标准提高而增加的年运

行费用约为900亿-1100亿元。 2012年我

国脱硝招标总量大约为1亿千瓦，2013年

脱硝招投标量必须翻倍，才能够保证2014

年7月1日新排放标准全面实施前脱硝全部

启动招投标。有鉴于此，未来新建机组脱硝

市场的启动要先于既有机组改造市场，预

计到“十二五”末，全国近10亿千瓦的火电

机组脱硝任务将能如期完成，近3000亿元

的市场有望逐步释放到位。目前来看，国内

一线厂商脱硝产品及工程服务毛利率普遍

在20%到40%之间，订单量充裕。

分析人士指出，一方面火电脱硝电价

补贴全国试点正在刺激火电脱硝市场的

快速发展；另一方面，火电企业禁止参与

排污权的交易，企业自身在脱硫脱硝方面

的投资有望提升，对于脱硫脱硝设备需求

也有望大幅增长，脱硫脱硝行业有望迈入

快速发展期。

常用技术指标表

新浪中证多空调查表

技 术 指 标 上 证（综指） 沪深300 深 证（成指）

移动平均线

MA

（

5

）

MA

（

10

）

MA

（

20

）

MA

（

30

）

MA

（

60

）

MA

（

100

）

MA

（

120

）

MA

（

250

）

↓2237.22

↑2230.32

↑2216.10

↑2173.08

↑2109.99

↑2087.09

↑2078.16

↑2106.20

↓2360.68

↓2359.05

↑2352.78

↑2303.36

↑2229.58

↑2208.64

↑2197.84

↑2271.69

↓8014.25

↓7994.05

↑7963.84

↑7773.66

↑7528.68

↑7452.67

↑7416.13

↓7817.96

乖 离 率

BIAS

（

6

）

BIAS

（

12

）

↓-0.37

↓0.10

↓-0.85

↓-0.61

↓-1.05

↓-0.64

MACD线

DIF

（

12

，

26

）

DEA

（

9

）

↓33.07

↓36.44

↓32.32

↓39.16

↓125.12

↓145.01

相对强弱指标

RSI

（

6

）

RSI

（

12

）

↓53.22

↓61.78

↓42.74

↓54.61

↓42.62

↓54.79

慢速随机指标

%K

（

9

，

3

）

%D

（

3

）

↓73.20

↓79.44

↓51.70

↓62.90

↓61.65

↓71.14

技 术 指 标 上 证（综指） 沪深300 深 证（成指）

心 理 线

PSY

（

12

）

MA

（

6

）

58.33

↑54.16

58.33

↑54.16

50.00

↓51.38

动向指标（DMI）

+ DI

（

7

）

—

DI

（

7

）

ADX

ADXR

↓16.97

↑16.12

↓27.73

↓47.69

↓14.04

↑20.13

↓24.95

↓44.99

↓14.13

↑21.28

↓20.81

↓42.21

人气意愿指标

BR

（

26

）

AR

（

26

）

↓143.83

↓156.45

↓144.05

↓145.52

↓150.01

↓146.12

威廉指数

%W

（

10

）

%W

（

20

）

↑42.29

↑52.70

↑79.13

↑79.43

↑74.87

↑81.95

随机指标

%K

（

9

，

3

）

%D

（

3

）

%J

（

3

）

↓73.20

↓79.44

↓60.72

↓51.70

↓62.90

↓29.31

↓61.65

↓71.14

↓42.67

动量指标

MOM

（

12

）

MA

（

6

）

↑41.60

↓31.71

↑15.40

↓10.43

↓61.85

↓66.01

超买超卖指标

ROC

（

12

）

↑1.90 ↑0.66 ↓0.78

鱼跃医疗（002223）

加快国际化进程和医疗互联网布局

公司公告称，大股东鱼跃科技与红杉

光明签订股权转让协议， 拟将所持公司

3721万股（占总股本7%）以协议转让方

式转让给红杉光明，转让价23元/股，转让

价款合计8.56亿，筹措资金将用于华润万

东及上械集团的收购。

招商证券认为，此次转让更重大意

义在于引入红杉资本，红杉资本在全球

互联网及医疗领域均有大量投资及成

功经验，此次进入鱼跃医疗将有助于改

善与提高公司治理结构，预计借助红杉

资本的资源，公司未来的国际化进展将

更加顺利；公司作为国内家用医疗器械

龙头， 产品适合医疗互联网的经营模

式，预计引入红杉资本后未来将加快在

该领域的布局。 预计“内生增长+外延

并购” 将使公司在历经几年蛰伏后有望

迎来经营拐点， 公司产品具有护城河，

品牌价值日益凸显， 维持 “强烈推荐

-A” 投资评级。

资金到位，收购成功在望。 此次协议

转让价款8.56亿，前期公告大宗减持金额

6.6亿， 扣税后预计共筹集资金13-14亿，

加上公司自身资金储备，华润万东及上械

集团收购资金已到位，成功收购后将进一

步打开外延成长空间。

天康生物（002100）

整体上市理顺机制

银河证券认为， 天康集团整体上市

后，利益机制理顺利于公司长远发展。 天

康生物在整体上市之前，公司高管发起成

立的天邦投资并不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

份。 整体上市之后，天邦投资将直接持有

上市公司股份， 利益分享机制进一步理

顺，有利于公司长远发展。 并且整体上市

后， 公司将进一步延伸和完善产业链，集

“饲料-畜禽用生物疫苗-种猪繁育-生

猪养殖-屠宰加工-肉制品销售” 于一

体，成为国内产业链最全的农业龙头企业

之一， 进一步增强公司主营业务实力，降

低行业周期波动风险，提升未来持续盈利

能力。

动物疫苗业务储备品种丰富，未来高

增长可期。随着市场疫苗的不断开拓及储

备品种的不断上市，疫苗业务未来三年将

高速增长（预计年均增长30%以上）。 重

点品种包括口蹄疫、猪蓝耳、猪瘟、禽流感

和小反刍疫苗等。

饲料业务产能利用率持续提升，未来

将平稳增长。 目前公司饲料业务遍布新

疆、河南、东北区等地。 饲料产能约200万

吨，预计今年销量将达100万吨，随着公司

产能利用率的稳步提升，公司饲料销量仍

将稳步增长。

生猪养殖业务处上升周期，整体上市

有利于提升公司业绩。2013年天康畜牧生

猪出栏量30万头，预计2014年/2015年将

达40万头/50万头。从猪价周期来看，预计

2015年为生猪养殖大年，养殖业务板块业

绩将同比大幅增长。头均盈利将达250元/

头，该业务将成为公司2015年业绩高增长

的重要保证。

植物蛋白加工业务盈利情况将逐步

改善。公司植物蛋白年加工产能50万吨以

上，由于近两年油脂价格低迷，公司一直

处于盈亏边缘。 未来随着油脂、粕类产品

价格复苏， 及公司加强成本费用管理，预

计今年公司植物蛋白加工业务将实现盈

亏平衡，明年将实现盈利。 银河证券给予

“推荐”评级。

长园集团（600525）

优秀管理层掌控利于发展

申银万国证券研究认为，管理层利益

与二级市场股东趋同，收购成功利于公司

发展。 长和系减持导致长园实际控制人缺

位以及当前的控制权之争。若沃尔核材实

现对长园的控制，对上市公司来说弊大于

利，可能的弊端包括可能带来公司市场与

技术优势流失， 带来较大的人员动荡，不

利于公司发展以及其他股东利益最大化。

管理层利益与公司股东利益更为趋同，申

万认为公司管理层是优秀的，过去公司在

管理层的努力下在热缩领域技术、市场份

额以及外延式发展业绩方面取得不俗的

成绩， 如果管理层MBO成功对于公司发

展以及其他股东而言是有利的。

股权分散凸显控制权价值，机构投资

者可以采取更积极的策略。当前公司股权

结构高度分散，机构投资者是本次股权争

夺战的核心力量， 可以改变过去 “炒股

票” 的思路采取主动策略，支持管理层一

方并且通过委派董事等方式主动参与公

司经营，从而大幅提升未来业绩和股价增

长的可预见性。

配电网投资有望快速增长， 新材料

业务恢复增速， 公司外延+内生并举可

期。 政府高层和国家电网高层推动特高

压和智能电网建设的决心较大， 未来若

干年电力系统中电网侧投资的比重将会

逐渐增加， 配电网侧的投资因历史欠账

最多将成为增长最快的领域， 公司智能

电网类设备属于第二梯队的领头雁，有

望充分受益于智能电网的大规模建设。

辐射材料类产品是公司成立时的主业，

是国内的行业龙头，受益于下游电子、汽

车、军工、高铁需求复苏，该业务有望保

持稳定增长。 公司管理层股权投资经验

丰富， 未来有望在当前高度景气的新能

源汽车及相关领域实施外延式扩张，开

辟新的业绩增长点。 申万首次覆盖给予

“买入” 评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