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斥资45.29亿元

长江电力举牌国投电力川投能源

□本报记者 欧阳春香

3月15日晚间，国投电力、川投能源双

双公告，获长江电力举牌。长江电力共斥资

45.29亿元，举牌后持有两公司股份比例均

达到10%。

分析认为， 长江电力举牌国投电力和

川投能源， 看中的是雅砻江水电的投资价

值。其中，国投电力持有雅砻江流域水电开

发有限公司52%股份，川投能源持股48%。

斥资45.29亿元举牌

国投电力公告称，自2018年1月2日至

2019年3月15日， 长江电力通过上交所系

统增持公司股份3.39亿股， 约占公司总股

本的5％， 斥资25.21亿元。 本次权益变动

后， 长江电力及其一致行动人三峡资本控

股有限责任公司、 长电资本控股有限责任

公司共持有公司股份6.79亿股， 约占公司

总股本的10%。

川投能源公告，长江电力自2018年4月

3日至2019年3月15日， 通过上交所交易系

统累计增持公司股份2.20亿股，约占公司总

股本的5%，斥资20.08亿元。 本次权益变动

前，长江电力持有公司2.20亿股，占公司总

股本的5%；本次权益变动后，长江电力持有

公司4.40亿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0%。

公告称， 长江电力此次增持系对上市

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看好而进行的一项投

资行为。 长江电力未来12个月内将根据证

券市场整体状况， 并结合两家公司发展及

股票价格情况等因素， 决定继续增持不低

于100万股国投电力股份和100万股川投

能源股份。

除此之外，长江电力在境内、境外拥有

湖北能源、广州发展、三峡水利达到或超过

该上市公司已发行股份5%。

瞄准雅砻江水电投资价值

分析认为， 长江电力举牌国投电力和

川投能源， 看中的是雅砻江水电的投资价

值。其中，国投电力持有雅砻江流域水电开

发有限公司52%股份，川投能源持股48%。

招商证券研报认为， 雅砻江水电是雅

砻江流域唯一水电开发主体， 具有合理开

发及统一调度等突出优势。 雅砻江流域水

量丰沛、落差集中、水电淹没损失小，规模

优势突出，梯级补偿效益显著，兼具消纳和

移民优势,经济技术指标优越，运营效率突

出。 该流域可开发装机容量约3000万千

瓦，在我国13大水电基地排名第3。 雅砻江

上游水电站2025年将陆续投产。

国金证券研报认为， 雅砻江水电公司

装机1470万千瓦， 垄断雅砻江流域经营

权，具备坚实护城河。 雅砻江水电2016年

投资回报率为17.19%，其中锦屏水电站为

17.80%。 雅砻江流域四阶段开发战略执行

到三阶段，雅砻江水电计划2021年前后建

设包括两河口水电站在内的3-4个中游电

站，新增装机800万，预计两河口和杨房沟

电站2021年实现首台投产发电。

招商证券研报指出， 长江电力作为中

国最大的水电公司， 大股东为长江三峡集

团。此次长江电力举牌两家公司，将有利于

未来三峡集团旗下的水电站和国投电力旗

下的水电站实现六库联调， 发挥水电的梯

级调度效应， 大水电平台的资源优势开始

凸显。

特斯拉发布纯电动汽车Model� Y

将成上海工厂主力车型

□本报记者 崔小粟

北京时间3月15日， 特斯拉发布了平价版纯电动SUV� Model�

Y。 特斯拉CEO埃隆·马斯克表示，Model� Y最高续航里程约483公

里，售价3.9万美元起（约26万元人民币），预计最早交付时间为2020

年秋季。马斯克还在发布会上首次展示了特斯拉上海工厂效果图，并

表示该工厂将生产供应中国市场的Model� ３以及Model� Y。 分析

人士认为，凭借快速响应以及高性价比，自主零部件企业有望进一步

扩大在特斯拉国产供应链中的份额。

最快2020年秋季交付

马斯克称，Model� Y百公里加速可达3.5秒，最高续航里程约483公

里。 售价方面，该SUV标准版售价为3.9万美元（约26万元人民币），长

续航版售价为4.7万美元（约人民币31万元）。 预计Model� Y标准版在

2021年春季交付，长续航版2020年秋季就可交付。

马斯克还首次展示了上海工厂效果图。他表示，上海超级工厂的

建设速度非常快，规模相当于两个现有的超级工厂。该工厂将生产供

应中国市场的Model� ３以及Model� Y。

据了解， 特斯拉上海工厂在初始阶段计划每周生产约3000辆

Model� 3；完全投入运营后年产量将攀升至50万辆纯电动整车。 上

海工厂制造的Model� Y将与Model� 3共享75%的零部件与生产平

台，预计售价届时将会降低。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秘书长助理许海东向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

由于特斯拉良好的品牌效应以及营销能力，如果按照此前的计划，上

海工厂未来年产能可达到50万辆的话，会加剧整个国内新能源汽车

市场的竞争压力。 在这样的情况下，自主品牌应该采取应对措施，尽

快地提升产品竞争力。

工信部部长苗圩3月12日在两会期间接受中国证券报记者采访

时表示，竞争是促进企业进步最好的措施和手段，特斯拉带来竞争压

力是好事，便于中国车企相互学习、取长补短，最终结果肯定是市场

决定、优胜劣汰。

利好自主零部件供应商

机构分析认为，平价车型有望推动特斯拉产销再上台阶，但应更

关注动向背后的特斯拉Model� 3、Model� Y国产化给中国零部件供

应商带来的新一轮配套机会， 特斯拉的国产化有望复制当年苹果产

业链盛景。

中金公司认为，目前距离特斯拉上海工厂投产不到一年时间，而

留给零部件供应商的开发时间更短。凭借快速响应以及高性价比，自

主零部件企业有望突破外资供应商的重围， 进一步扩大在上海工厂

生产的Model� 3、Model� Y供应链中的份额。 特斯拉现有零部件供

应企业大概率会继续沿用。 此外，对于部分运输不经济的部件，如内

饰件及铝压铸件，预计特斯拉也会加大本土化采购，因此现有供应链

上的自主零部件企业拥有量价齐升的机会。

天风证券认为，国产Model� 3和Model� Y投放，有望推动特斯

拉未来3年实现54%的销量复合增速。 一方面，原有供应商在产品品

类、配套比例等有潜在增配空间，另一方面，江浙沪优质的全球零部

件供应商由于性价比竞争力和区位优势也有新入选机会。 从业绩角

度， 特斯拉在2018年至2021年给各供应商带来的营收弹性在1%至

25%不等，从市场拓展角度，配套特斯拉将极大助力这些零部件厂商

进一步开拓新能源汽车中高端客户，以此更好地分享电动红利。

两公司回应泛在电力物联网影响

称主营业务产品未发生重大变化

□本报记者 胡雨

3月15日晚间，华仪电气、国电南自两

家公司发布风险提示公告称，截至目前，关

于媒体报道的“泛在电力物联网” 相关事

项对公司生产经营未产生影响。同时，一些

公司仍在互动平台上透露本公司与泛在电

力物联网市场的联系。

主营业务产品未发生重大变化

华仪电气称， 近期公司关注到除国家

电网建设“泛在电力物联网” 的行业相关

媒体报道外， 暂未发现对公司股票交易价

格可能发生重大影响的其他媒体报道或市

场传闻。截至目前，上述关于“泛在电力物

联网” 媒体报道的相关事项对公司生产经

营未产生影响。

公司表示，公司主营业务、产品未发生

重大变化，不涉及创投、特高压相关业务或

产品。 经公司于2016年3月18日召开董事

会会议审议通过， 同意公司投资设立浙江

华仪创投有限公司（暂定名），经工商核定

名为浙江华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该公司

主要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未涉及创投

相关业务。

3月11日至3月15日，华仪电气连续5

个交易日涨停，截至3月15日，公司静态

市盈率为107.08， 根据中证指数有限公

司发布证监会行业市盈率显示公司所处

的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行业平均静态

市盈率为24.06，公司市盈率高于行业平

均市盈率。

华仪电气还提示， 公司于2019年1月

31日发布了 《2018年年度业绩预亏公

告》， 经公司财务部初步测算， 预计公司

2018年年度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将亏损9000万元左右。

同日发布风险提示公告的还有国电南

自，公司称除国家电网建设“泛在电力物

联网” 的行业相关媒体报道外，暂未发现

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可能发生重大影响的

其他媒体报道或市场传闻，截至目前。上述

关于“泛在电力物联网” 媒体报道的相关

事项对公司生产经营未产生影响。

从二级市场表现看， 国电南自3月11

日至3月15日期间也录得5个涨停，截至3

月15日，公司市盈率为146.54，高于电气

机械及器材制造业行业市盈率24.06。 公

司还提示，公司2016年、2017年及2018年

前三季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为分别为-8375.31

万元、-4695.31万元、-1.67亿元， 主营业

务盈利能力尚待加强。

部分公司回应参与情况

2019年，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提出了

“三型两网、世界一流” 战略目标，泛在电

力物联网便是“两网”其中之一。根据国家

电网公司战略安排，未来建设分两个阶段：

至2021年，初步建成网路，基本实现业务

协同和数据贯通， 初步实现统一物联管理

等目标；到2024年，建成泛在电力物联网，

全面实现业务协同、 数据贯通和统一物联

管理。

上述消息出台后， 泛在电力物联网迅

速成为市场关注热点，华仪电气、国电南自

等相关概念股备受投资者追捧， 多家上市

公司也继续在互动平台回应其泛在电力物

联网业务开展情况。

上海贝岭3月15日表示， 公司设计生

产各种电能计量芯片， 是国内电表厂的主

要计量芯片供应商。 智能电表作为用电侧

采集监控的终端， 属于国网泛在电力物联

网的感知层部分， 公司的电能计量产品在

泛在电力物联网的感知层有一定的应用。

东软载波3月12日表示， 公司电力线

载波芯片等各类芯片、智能化产品、集成电

路产品均可为泛在电力物联网提供产品和

解决方案， 公司将积极参与国网泛在电力

物联网的应用。

中国银河证券研究认为， 泛在电力物

联网的技术核心涉及智能芯片、 智能传感

与智能终端、 一体化通信网络、 物联网平

台、网络信息安全与人工智能六大部分。从

建设规划看， 二次设备供应商有望率先受

益于配售端电类感知层设备的覆盖率提

升，而网络层、平台层以及应用层服务商则

更具长期发展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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