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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价下跌 火电企业盈利将改善

□

本报记者 李慧敏

3月19日，中国煤炭市场网CCTD秦皇岛

动力煤价格指数继续下行。 分析师表示，煤

价短期内难有支撑，将延续疲弱态势。 在此

背景下，火电板块盈利改善预期逐渐显现。

煤价持续下行

本期CCTD秦皇岛动力煤价格指数显

示，CCTD5500大卡煤种报收于609元/吨，比

上期价格下降2元/吨；CCTD5000大卡煤种

报收于577元/吨， 比上期价格下降7元/吨；

CCTD4500大卡煤种报收于509元/吨，比上

期价格下降15元/吨。

中天期货分析师王智对中国证券报记

者表示， 港口动力煤价格较2月初的高点下

跌130元/吨左右。 目前动力煤CCI5500煤种

含税报价在642元/吨左右。 坑口煤价年后下

跌30元/吨左右。

易煤研究院分析师潘汉翔对中国证券

报记者表示， 由于沿海市场煤价大幅下跌，

导致上游贸易商发运积极性较弱。 上游煤矿

库存堆积，生产积极性较弱。 随着港口价格

向上传导，山西、内蒙古、陕西等主产地煤矿

销售价格近期均有不同程度下调， 降幅在

10-20元/吨左右。

百川资讯数据显示，截至上周五，沿海

六大电厂库存1392.1万吨， 日耗67.89万吨，

存煤可用天数19.32天。 百川资讯分析师认

为，目前电厂库存仍然较高，对市场煤采购

意愿较弱。

业内人士对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目前

陕蒙地区一些大型煤矿生产稳定，煤炭供应

量较去年同期有所上升。

火电企业被看好

潘汉翔表示， 从往年春节后工业复产所

需时间情况看，通常在20-30天左右。照此时

间进度，节后工业用电需求已基本释放。加上

4、5月份是传统用电淡季，煤炭需求回落，且

清明过后水电替代效应将加强， 整体看煤炭

需求预期较为偏淡。

随着动力煤价格持续下跌， 火电盈利预

期向好。

分析师表示，在火电企业变动成本中，燃

料成本占比超过50%。 动力煤价格对于火电

企业盈利是关键因素。

天风证券分析师表示， 在煤价下行等

因素催化下，火电行业基本面大概率改善。

在供给侧改革推进的背景下， 小型火电厂

产能将被淘汰， 龙头火电企业市场份额将

进一步扩大。 叠加煤价下调因素，其利润表

现将相当可观。 此外，煤电联动预期上升。

如果动力煤价格持续高位， 上调燃煤标杆

上网电价的可能性大， 有助于火电企业业

绩改善。

王智表示，根据相关政策，2018年全年

煤电投产规模较2017年将进一步减少，淘

汰高污染、 高能耗的煤电机组约400万千

瓦。 从目前情况看，煤价大幅下跌，现货价

格没有得到明显支撑， 煤价可能进一步回

调。 随着高污染、高能耗的煤电机组退出，

叠加煤价下行因素， 火电企业发电成本将

明显缩小。 高效率机组占比高的火电企业

值得关注。

浙商证券研报指出，自2月初的高点至3

月中，动力煤的价格已回落逾10%左右，综合

考虑电力需求预期、 煤炭供给及电力企业盈

利水平，2018年动力煤均价有望低于2017年

全年均价，助推火电企业盈利改善。

需求回暖

多地水泥价格上涨

□

本报记者 钟志敏

随着相关工程陆续启动， 三月中旬以来水泥

市场回暖，水泥价格再次步入上升通道。据数字水

泥网统计， 上周全国水泥市场价格环比上涨1%，

报涨区域主要是华北、西北和西南局部地区。业内

人士表示，需求回暖叠加库存较低，水泥涨价动力

较足。

北方市场率先涨价

据数字水泥网统计数据， 报涨的主要区域华

北、 西北和西南局部地区幅度为30-90元/吨不

等。其中，新疆、内蒙古和重庆等地上涨幅度较大，

在50-90元/吨之间；甘肃、陕西和河南上调20-30

元/吨。

3月12日， 甘肃天水中材水泥有限责任公司

公告发布水泥出厂价格上调。 3月13日起，天水中

材各品种散装水泥出厂价格上调20元/吨。 3月15

日-16日， 内蒙古呼和浩特水泥价格大幅上调90

元 / 吨 。 大 型 企 业 的 P.O42.5 散 装 到 位 价 为

380-390元/吨。

河北唐山地区粉磨站开始大量采购熟料， 本地

企业库存快速下降，供应略显紧张。加之非采暖季减

产，3月16日起熟料价格将上调50元/吨。 天津地区

受唐山地区水泥和熟料价格大幅上涨影响， 本地企

业报价跟涨上调50元/吨。

据了解， 陕西关中地区春节过后家装和农村民

用市场恢复较快，企业库存处于低位水平，促使水泥

企业上调价格，低标号水泥上调15元/吨，高标号水

泥上调35元/吨；而新疆地区市场启动较早。

业内人士表示，企业发货量随着下游需求增加

逐步恢复，已经达到3-4成。 但库存持续偏低，推动

价格上涨；同时，受错峰生产影响，水泥企业综合成

本增加。 为缓解成本压力，企业通过上调价格进行

传递。

南方市场有望跟涨

相较北方水泥市场的回暖， 南方主要地区水

泥价格仍在回落。据数字水泥网监测数据显示，上

周价格下跌区域主要地区为安徽北部的亳州、安

庆和铜陵， 以及湖北襄樊和十堰， 下调幅度为

10-30元/吨。

安信证券认为，南方地区下游市场陆续恢复。华

中、西南需求恢复较好，价格企稳、库位回落；华东和

华南散装需求恢复滞后。 随着短期不利因素逐步消

失，价格有望随需求回升逐步企稳。

库存方面，据数字水泥网统计，上周全国平均水

泥库容比为57.50%，环比下降3.56%。全国熟料库存

水平普遍下降，均值为47.98%，环比下降3.37%。 需

求方面，其对60个主要城市的监测数据显示，上周

全国水泥磨机开工率均值为45.83%， 环比上升

13.%。根据统计局数据显示，1-2月水泥累计产量为

2.2亿吨，同比增加4.1%。

安信证券认为，春季需求启动，价格有望逐步企

稳并反弹，水泥板块年报及一季报业绩增长可期。

业内人士表示， 随着天气好转， 水泥需求环

比提升20%-40%。 华东和中南地区企业发货普

遍恢复到7-8成， 个别企业达到9成或正常水平，

西北地区发货恢复到3-4成水平。 因多地生产线

尚未完全复产，在需求不断恢复、水泥和熟料库

存明显下降的情况下，北方市场水泥企业借机推

涨价格；预计未来两周南方市场将迎来首轮价格

上调。

棕榈股份

中标2.9亿元项目

□

本报记者 常佳瑞

棕榈股份3月19日晚间公告称，公司于3月19日

收到“肇庆新区起步区核心景观提升工程（施工总

承包）” 项目的《中标通知书》，确认公司为该项目

中标方。 中标金额为2.9亿元，占公司2016年度经审

计营业收入的7.42%。 棕榈股份表示，中标项目签订

正式合同并顺利实施后，将对公司2018年度经营业

绩产生积极影响。

宁沪高速拟收购瀚威公司剩余股权

□

本报记者 杨洁

宁沪高速3月19日晚公告称， 拟1.84亿元

收购南京瀚威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简称“瀚

威公司” ）由基金合作方德实基金持有的其余

30%股权。 收购完成后，瀚威公司将成为公司

全资子公司。

公告显示， 瀚威公司2015年3月注册成

立，注册资本为1亿元。 其中，宁沪高速出资

7000万元，股权占比70%，德实基金出资3000

万元，股权占比30%。 截至2017年12月31日，

瀚威公司经审计的总资产约为11.92亿元；净

资产约为8993.8万元，主营业务收入为0，净利

润约亏损913.5万元。

公司表示，瀚威公司开发的瀚瑞中心项目

预期收益较好。自2014年8月取得土地到2017

年11月30日， 该项目作为存货已增值5.36亿

元，增值率69.86%。 交易完成后，随着该项目

房产持续销售，将为公司带来较充足的现金流

与收益。

高端消费升温

珠宝奢侈品行业上市公司业绩向好

□

本报记者 常佳瑞

潮宏基3月19日晚间公告称，拟以发行股份

的方式购买思妍丽74%股份。 交易价格初定为

12.95亿元。 思妍丽专注于高端美容细分领域。

2017年以来，高端消费呈现回暖势头。 受

此带动，多家珠宝、奢侈品、高端百货等相关产

业上市公司2017年业绩好转。 专家指出，在消

费升级的大趋势下， 消费观念不断更新迭代，

高端商品和服务的需求与日俱增。 化妆品、金

银珠宝及奢侈品等高端消费迎来发展春天。

业绩向好

公告显示，思妍丽是中国美容行业领先企

业，目前已发展成为一家全国性的高端美容连

锁集团。 2017年1月，潮宏基已通过全资子公

司间接持有思妍丽26%的股份。本次交易完成

后，潮宏基将合计持有思妍丽100%股份。 业

绩承诺方面，2018年-2021年， 思妍丽实现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

分别不低于1亿元、1.2亿元、1.4亿元、1.6亿元，

业绩承诺期累积净利润不低于5.2亿元。

从目前情况看，黄金、珠宝上市公司业绩

表现良好。 莱绅通灵2017年实现营业收入

19.64亿元，同比增长18.94%，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3.09亿元， 同比增长39.67%。

明牌珠宝2017年实现营业总收入36.89亿元，

同比增长10.1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9046万元，同比增长106.94%；潮宏基实

现营业总收入30.73亿元， 同比增长12.21%，

净利润为2.9亿元，同比增长41.74%；周大生营

业总收入同比增长31.14%， 净利润同比增长

39.18%。 此外，老凤祥经营业绩得到一定程度

改善。其中，黄金珠宝首饰营业收入好于预期，

实现两位数增长。

对于业绩增长的主要原因，上述公司纷纷

指向销售增长。 潮宏基表示，公司产品结构调

整带动整体毛利提升。周大生紧抓消费升级机

遇，品牌价值提升，产品核心竞争力增强，渠道

能力增强。 老凤祥表示，抓住新一轮消费升级

机遇，深耕市场，拓展营销网络，加快产品结构

调整，持续提升自主品牌市场影响力，加快海

外营销网点建设，抓牢黄金珠宝首饰核心主业

加快布局。

海外奢侈品品牌在大中华区的销售同样

录得高增长。 2017年，Prada集团大中华地区

的销售额为6.459亿欧元， 增速远高于亚太其

他地区。

根据贝恩咨询发布的 《2017年中国奢侈

品市场研究》， 中国消费者在全球范围内的奢

侈品消费仍占据首位，占全球市场份额的32%。

2017年，中国奢侈品市场迎来高达20%的强势

增长。 其中，珠宝、女士服装和化妆品品类引领

市场增长。 据BCG发布的《2017年全球奢侈品

行业研究报告》，2017年全球奢侈品市场整体

规模增长5%，达1.2万亿欧元。 其中，中国奢侈

品市场增速高达15%，总规模达到200亿欧元。

民生证券指出，在消费升级的大趋势下，消

费观念不断更新迭代， 对生活品质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高端商品和服务的需求与日俱增。 随着

女性消费者逐渐成为消费主力军，化妆品、金银

珠宝和奢侈品等高端消费品迎来发展春天。

消费回暖

麦肯锡预计， 高端消费回暖趋势将延续。

预计至2025年， 全球奢侈品市场达到2.7万亿

元。 中国消费者继续充当主力军。

奢侈品电商网站寺库首席营销官任冠军

向记者指出，未来五年，中国将赶超欧美成为

全球最大的奢侈品市场，将从包袋、服饰珠宝

等奢侈品向健康、服务、体验生活方式等转变。

渠道创新方面，不少奢侈品品牌积极联手

电商，电商平台也纷纷投入资源押注奢侈品领

域。 京东2017年10月推出了独立运营的首家

奢侈品旗舰平台TOPLIFE， 吸引了20个奢侈

品牌入驻。

任冠军指出， 年轻一代将成为消费主力，

同时零售变革趋势促进了线上与线下的融合。

服务体验全面提升，唤起了大众消费热情的持

续高涨。 截至2017年第三季度，奢侈品电商网

站寺库连续五个季度盈利，商品交易总额13.8

亿元，增长超过42%；净利润增长约782%。

高端消费回暖， 相关企业收购力度加大。

近年来转型奢侈品运营的赫美集团预计，

2017年度实现营业总收入24.47亿元，比上年

同期增长15.0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为1.8亿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29.11%。

2017年以来， 赫美集团在高端消费领域持续

发力， 收购了6家奢侈时尚品牌运营控股公

司。 目前管理Armani、Versace和MCM等超

过45个国际品牌的国内代理权，拥有超过260

家精品零售门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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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事项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批文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18年3月19日收到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18年3月15日印发的 《关于核准义乌华鼎锦纶

股份有限公司向邹春元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

许可[2018]473号），批复全文如下：

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

《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

资金报告书》及相关文件收悉。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

重组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27号）等有关规定，你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方案已经我会上市公司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 现批

复如下：

一、核准你公司向邹春元发行75,478,879股股份、向深圳市通维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发行72,721,260股股份、向廖新辉发行57,946,078股股

份、向张智林发行23,263,487股股份、向深圳千意罗莱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

伙）发行12,431,465股股份、向深圳市前海千意智汇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发

行12,431,465股股份、向穗甬控股有限公司发行11,631,740股股份、向深圳

前海广证纵联互联网产业基金（有限合伙）发行1,375,453股股份、向深圳前

海千意创合二期投资基金企业（有限合伙）发行4,652,694股股份、向深圳市

前海梧桐纵联一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发行2,303,086股股份、向深圳

前海金穗叁号投资企业（有限合伙）发行1,919,237股股份、向深圳纵联成长

一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发行1,919,237股股份、向深圳市远致创业投

资有限公司发行959,618股股份、向深圳金拾纵联一号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发行581,586股股份、向珠海千意汇盈投资基金（有限合伙）发行1,163,

172股股份购买相关资产。

二、核准你公司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不超过344,721,400元。

三、 你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应当严格按照报送我

会的方案及有关申请文件进行。

四、你公司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五、你公司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办理本次发行股份的相关手续。

六、本批复自下发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七、你公司在实施过程中，如发生法律、法规要求披露的重大事项或遇重

大问题，应当及时报告我会。

中国证监会

2018年3月15日

公司董事会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上述核准文件的要求及公司股东大会

的授权，办理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相关事宜，

并将根据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3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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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

配套资金报告书》修订说明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核发的《关于核准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

公司向邹春元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8]473号），对《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

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报告书》及其摘要进行了相应补充、修订和更新，主要内容

如下：

1、鉴于本次交易已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因此在“公司声明” 加入“本

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已经取得中国证监会的核

准” ，并对已经履行的相关程序及尚需履行的相关程序进行了更新。

2、鉴于本次交易已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对重组报告书中与审核相关

的风险提示进行了删除。

特此公告。

义乌华鼎锦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3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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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华钰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计划实施结果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高级管理人员持股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西藏华钰矿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 ）总经理刘鹏举先生持有公司股票共计549,0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

本的0.1044%；公司财务总监邢建军先生持有公司股票共计356,000股，占公司目前总股

本比例0.0677%。

●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2017年8月30日，公司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了《西藏

华钰矿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计划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7-058号），自减持计划公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6个月内，刘鹏举先生拟通过集中

竞价方式减持其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不超过108,000股（含本数），占公司总股

本的0.0205%，减持数量不超过其所持公司首次获授限制性股票总数的25%；邢建军先生

拟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其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不超过69,000股 （含本数），

占公司总股本的0.0131%，减持数量不超过其所持公司首次获授限制性股票总数的25%，

减持价格视市场价格确定。

●减持计划的实施情况：截至本公告日，刘鹏举先生和邢建军先生未减持其持有的公

司无限售流通股，本次减持计划期限届满。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证监

会公告（2017）9号）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

持股份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公司于2018年3月19日收到刘鹏举先生和邢建军先生分别

提交的《关于减持计划实施情况的告知函》，刘鹏举先生和邢建军先生减持股份计划中设

定的减持期限已届满，现将有关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公告如下：

一、减持主体的基本情况

1、持股主体：总经理刘鹏举先生、财务总监邢建军先生

2、持有股份的总数量、持股比例及所持股份来源：

高级管理

人员姓名

职务

持股数量

（

股

）

持股比例 股份来源

刘鹏举 总经理

549,000 0.1044%

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

实施

邢建军 财务总监

356,000 0.0677%

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

实施

二、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一）本次拟减持的股份来源、数量、减持期间（不超过六个月）、价格区间等具体安

排

1、股份来源：公司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实施。

2、减持股份数量及比例：刘鹏举先生和邢建军先生拟减持其持有公司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不超过108,000股（含本数）和69,000股（含本数），均不超过其所持公司首次获授

限制性股票总数的25%。

3、减持期间：自2017年8月30日（减持计划公告披露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即

2017年9月19日）到2018年3月19日。

4、减持方式：集中竞价方式。

5、减持原因：个人资金需求。

6、价格区间：视市场价格确定。

三、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一）实施减持计划的具体情况

1、截止本公告披露日，刘鹏举先生和邢建军先生未减持其持有的公司无限售流通股，

前述减持股份计划中设定的减持期限已届满。

2、本次减持实施期限届满但未实施减持原因：个人原因。

(二）本次减持事项与高级管理人员此前已披露的意向、承诺一致。

(三）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一致。

四、其他相关事项说明

1、本次减持符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

规定》（证监会公告（2017）9号）、《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及上

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的相关规定。

2、本次减持的股东均不是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减持计划的实施不会影响本公

司的治理结构和持续经营，不会导致本公司控制权发生变更。

五、备查文件

《关于减持计划实施情况的告知函（刘鹏举）》

《关于减持计划实施情况的告知函（邢建军）》

特此公告。

西藏华钰矿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年3月2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