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均溢价率则突破19%；3月， 合肥6宗地块成交总价124.5亿元， 平均溢价率达
计下半年热点城市土地市场大概率保持较高热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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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全面回暖

钛材制造企业
“日子好过了”
□本报记者 何昱璞

新华社图片

7月16日晚间， 钛行业龙头宝钛股份发布
2019年上半年业绩预告，预计实现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1.1亿元左右，与上年同期相比增
长约7600万元，同比增幅约223.53%。
除宝钛股份之外， 陕西省宝鸡市辖区内拥有
560余家钛材加工企业， 其钛产品产量占全国
80%以上。 因钛产业发达，陕西宝鸡得名“中国钛
谷” 。 中国证券报记者日前前往陕西宝鸡，在实地
调研中，不少钛材生产企业人士表示，从2018年9
月开始， 伴随海绵钛涨价和下游订单释放， 感到
“日子好过了” 。 多数企业在手订单充足，加班加
点赶工已成常态。 下游高端钛材需求放量叠加民
用需求改善，助推钛行业公司业绩持续向好。

高端钛材需求放量

一线城市大额不限价地块供应增多
□本报记者 董添

限竞房仍是主流

出让不限房价地块

‘

2019年以来，北京出让

7月15日，北京市出让丰台区一宗地块。 地
块总建筑面积约21.6万平方米，起始价为66.84
亿元。 最终由中海地产竞得，总成交价为79.4
亿元，溢价率为18.8%，楼面成交价为6.66万元
/平方米。 该宗地块成为近期限制信托资金进
入房地产、约束房企海外美元融资后，全国范
围内总价成交最高的地块。
根据挂牌文件， 该宗地块不限定商品住
房销售价格，取消“9070” 限制，并要求全部
住宅建设为普通住宅。 这意味着将来该项目
户型面积均在140平方米以内，满足刚需和改
善需求。 该宗地块吸引了金茂、宝龙、骐骥联
合体；首开、保利、城建、建工联合体；中海、合
生等企业及联合体参与拍卖， 拍卖共经过56
轮争夺。
中原地产数据显示，该宗地块位于北京四
环内，是近年来四环内首个不限价的纯商品房
地块。 该宗地块在北京土地成交金额历史上排
名第8位。 此前有7宗地块超过80亿元。 竞得人
需在该地块内向丰台区花乡造甲村村民委员
会（北京市骐骥投资管理中心）提供5.95万平
方米地上商业用房， 建设标准不低于5500元/
平方米。 此外，本次出让宗地中配建的0.15公
顷密闭式垃圾收集站不出让，另有8200平方米
的养老机构设施用地。
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表示， 该宗
地块位置好，但属性一般。 地块中B4综合性
商业金融服务业用地占比高达53.4%。 丰台
地区最近2年有多个项目入市。 其中，限竞房
每平方米单价在7万元左右， 商品房住宅单
价在10万元-12万元/平方米。 二手房市场方
面，该地区10年左右的二手房单价在6万元/
平方米左右。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以来，北京地区已有
多宗不限价地块成交。 在市场平稳发展的态势
下，2019年以来土地市场出让规则有所松动，
不限价地块增多。
5月28日， 恒基以30.2亿元成功竞得朝阳
区孙河乡北甸西村、北甸东村、西甸村、孙河村
2902-31地块，楼面价69541.99元/平方米。 业
内人士称，2019年以来，北京不限价地块增多，

多宗不限价地块，部分地块
楼面成交价接近7万元/平方

米。 土地市场持续火爆，出
让规则也出现一定松动，不
限价地块明显增多。 业内人
士称， 北京不限价地块增
多，但预计不会对整体房价
产生大的冲击。 这些地块虽
然不限制房价，但附加条件
较多。 房企对不限价地块拿
地热情一般，土地溢价率有
限。 同时，不限价地块数量
相对较少， 没有成为主流，
限 竞 房和 共 有 产 权 房 地 块
仍是供应主力。 但不限价地
块供应量增加，传递出北京
土地市场的重要信号。 预计
未来 土 地 出 让 将 采 用 更 加
灵活的规则。

’

但预计不会对整体房价产生大冲击。 首先，不
限价地块虽然不限制房价， 但是附加条件较
多，房企对不限价地块拿地热情一般，土地溢
价率有限。 同时，不限价地块数量相对较少，没
有成为主流，限竞房和共有产权房地块仍是市
场供应主力。 但不限价地块供应量增加，传递
出北京土地市场的重要信号，预计未来土地出
让将采用更加灵活的规则。

2016年底， 北京市限竞房土地集中入市。
此后，限竞房土地成为北京土地出让的主流模
式，限竞房项目成为北京地区主流产品。
中原地产数据显示，从2018年6月10日开
始，北京合计入市限竞房项目57个，合计83期，
供应住宅39121套。 截至7月15日，北京地区限
竞房入市满13个月， 合计完成限竞房签约
15705套。 平均网签均价为48931元/平方米，
网签完成162万平方米。 按照面积计算，网签完
成率只有35.24%。
中原地产指出，最近几个月网签限竞房月
成交量在1500套以上。 其中，6月突破2500套。
但由于供应量持续增加，限竞房库存量达到历
史高峰，合计高达2.3万套。
针对限竞房项目去化较低的原因，诸葛找
房数据研究中心分析师国仕英对中国证券报
记者表示，限竞房地理位置普遍不佳，仅少数
五环内项目去化效果较好。 同时，限竞房购买
后存在五年限售期，同等价位下，限制较小的
二手房更受青睐，引流了很大一部分刚需。 对
于今年以来限竞房去化速度加快的原因，国仕
英称， 由于限竞房项目价格低于商品房价格，
加之今年以来入市的部分限竞房项目地理位
置相对较好，成交量可观。
张大伟表示，随着限竞房供应井喷，后续
市场很可能出现变化。 从目前情况看，北京入
市的限竞房项目普遍性降价10%左右。 即使这
样， 除极个别项目外市场需求依然没有放量。
大量的“9070” 同质户型，导致限竞房难以去
库存。 在所有供应的限竞房户型中，90平方米
以内套数占比高达68.6%。下半年，预计供应量
将出现井喷。 最近入市的限竞房位置相对较
好，但是仅少数五环内项目去化有所提升。 后
续随着大量郊区项目入市，预计限竞房去化难
题依然很大。

房价涨幅持续回落
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前6个月，全国
商品房销售面积合计75786万平方米， 同比下
降1.8%，降幅比前5个月扩大0.2个百分点。 其
中，住宅销售面积下降1.0%，办公楼销售面积
下 降 10.0% ， 商 业 营 业 用 房 销 售 面 积 下 降
12.3%。 商品房销售额合计70698亿元，同比增

长5.6%，增速回落0.5个百分点。 其中，住宅销
售额增长8.4%，办公楼销售额下降12.5%，商业
营业用房销售额下降10%。
6月份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方面，
上涨城市63个，环比上月67个减少4个城市。上
涨城市数量维持在较高水平，上涨城市平均涨
幅0.75%。 二手住宅方面，上涨城市45个，比上
月相比减少10个城市。 上涨城市平均涨幅为
0.58%，涨幅环比缩小0.01个百分点。
诸葛找房数据研究中心分析师国仕英称，
整体看，6月份商品住宅销售价格涨幅稳中有
降，二手房受市场调控加码影响，预期信心有
所下降，二手住宅销售价格小幅下跌。 二手房
受市场调控表现较为明显，6月上涨城市数量
与上月相比下滑明显，整体涨幅收窄相对较为
明显，环比收窄0.15个百分点。 6月份新房、二
手房销售价格环比上涨城市数量与上月相比
均有不同程度下滑，涨幅小幅收窄。 受部分城
市调控加码影响，市场预期有所改变，新房、二
手房价格指数均有不同程度回落。
58安居客房产研究院首席分析师张波指
出，6月份以来， 一二线城市房价涨幅持续回
落，二手房涨幅回落明显。 根据安居客重点
监测的67个重点城市的情况看，45城二手房
挂牌房价环比上涨，但涨幅明显回落。 目前，
北京挂牌均价为60129元/平方米， 深圳、上
海二手房挂牌均价在5万元/平方米左右，广
州二手房挂牌均价为32062元/平方米。 值得
关注的是，一线城市中，二手房热门板块 向
新城区和新兴开发区聚拢。 北京密云、昌平、
房山、怀柔，上海闵行、浦东、奉贤等新区板
块关注度高，深圳宝安、龙岗等技术扶持 区
域受热捧。
张波指出，需要注意的是，三四线城市楼
市整体降温趋势明显。从上半年的数据看，1-6
月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下降1.8%，而销售金额
则未出现同步下滑，预示着一二线城市的成交
占比不断提升。 从58安居客房产研究院的用户
行为指数看，6月三四线城市找房热度降幅近
一成。 同时，土地市场的热度向核心二线城市
聚集。 上半年，苏州市区3场土拍的平均楼面价
超过1.4万元/平方米，平均溢价率则突破19%；
3月，合肥6宗地块成交总价124.5亿元，平均溢
价率达108.7%。预计下半年热点城市土地市场
大概率保持较高热度。

钛行业复苏早在上市公司2018年年报中就
有所体现，宝钛股份、西部材料、西部超导等高端
钛材制造企业2018年多项财务数据均有所提升。
进入2019年后，上述公司业绩保持高增。 以宝钛
股份为例，2019年第一季度，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11.50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65.5%；实现归母净利
润2943.22万元，扭亏为盈。
高端钛板材生产企业西部材料2018年钛制
品毛利率由上年的14.07%提升至21.37%。西部材
料表示，发力抢占化工、动力用高附加值钛制品，
持续加强军工用钛合金产品的开发， 争夺高端钛
合金市场； 高附加值产品收入占钛制品收入比重
增加，由39.41%增长至60.89%，推动公司钛制品
毛利率提高。
中国证券报记者在宝钛股份探访了解到，作
为钛行业龙头企业， 宝钛股份产品涵盖从海绵钛
到钛制品的完整产业链，应用领域广泛。宝钛股份
研发领域覆盖钛材产业链的各个环节， 在各个环
节均拥有长期技术积淀， 并制定了多种钛合金材
料的国家或者行业技术标准。目前，宝钛股份拥有
年产能海绵钛1万吨、 钛锭3万吨、 钛材2万吨。
2018年，钛产品产量1.45万吨，钛材销量1万吨。
今年以来随着军用及下游重点装备型号及深
海探测器领域依次放量， 高端钛材需求得到明显
提振。 民用方面，下游化工、石化炼化用钛材将随
大炼化基地项目投资迎来新一轮需求高峰。 记者
了解到，宝钛股份目前订单饱和，其在手订单量已
超过2018年全年订单。
科创板企业西部超导同样为高端钛材制造企
业。 西部超导生产的高端钛合金材料主要用于航
空领域， 包括飞机结构件、 紧固件和发动机部件
等。 2018年年报显示，公司拥有4950吨/年钛材产
能，主要为棒材和丝材。 2018年，公司军品收入占
比72%。 2019年一季度，受益下游需求增长，西部
超导业绩实现两位数增长， 实现营业收入3.45亿
元，同比增长46.48%；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3587.80万元，同比增长13.86%。
多位钛行业人士告诉记者， 中国钛材消费结
构与全球相比最主要的差别在航空领域。 全球范
围内航空用钛材始终占据钛材总需求的50%左
右，而国内航空用钛材的比例仅为16.3%，航空用
钛材市场存在较大潜力。 随着国内军用飞机的升
级换代和新增型号列装， 以及商用飞机通过适航
认证后的产能释放， 未来高端钛合金材料市场空
间广阔。
国金证券指出， 钛产品收入的增加主要来自
高附加值军品比例的提升；上半年，在主要成本海
绵钛涨价的情况下，公司产品毛利率仍实现提升，
印证军用钛材的有力贡献。国金证券认为，军用钛
材需求将出现三年翻倍的增量空间。

钛材价格维持高位

上半年行业利润预计增两成

水泥公司中报业绩表现亮眼
□本报记者 钟志敏
7月16日，中国证券报记者独家获悉，上半
年水泥行业利润预计达到800亿元， 同比增长
近20%。 Wind统计显示，截至7月16日，7家A
股水泥公司发布了上半年业绩预告，均预计利
润大幅上涨。

量价齐升
国家统计局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19年上
半年，全国累计水泥产量10.45亿吨，同比增长
6.8%，创近五年来增幅新高。 其中，6月份，全国
单月水泥产量2.1亿吨，同比增长6%，增速高于
去年同期6个百分点。
数字水泥网CEO陈柏林对中国证券报记
者表示， 上半年水泥行业呈现量价齐升的特
点。 量的提升主要由于房地产和基建稳步向
上。 预计下半年水泥产销量同比持平或略有
提升。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固定
资产投资增速企稳回升。 基建投资保持低速平
稳增长。 其中，铁路运输业投资和道路运输业
投资保持较快增长，水利管理业投资扭转负增
长局面。 房地产投资仍保持快速增长，但增速
持续小幅回落。 房地产开发企业房屋施工面积
和新开工面积同比持续较快增长，土地购置面
积同比继续大幅下降，但降幅明显收窄。

“
从价格来看， 延续去年四季度以来的走
势， 上半年水泥整体价格同比上涨每吨约20
元。 从区域分布看，涨幅比较大的是去年价格
相对比较低的地区，像河南、山东、四川。” 陈柏
林表示，“
相对来说，华南地区今年上半年由于
雨水偏多，价格没有多大变化，湖南、海南等地
区价格下滑，但幅度不超过每吨30元。 整体看，
全国主流的几个大区域市场价格同比上涨。 不
过，今年四季度水泥价格可能不会突破去年四
季度的高点。 ”
2018年，水泥行业总利润达到1545亿元，
盈利能力和毛利水平都创出历史新高。2019年
已过半，市场分析人士认为，全年行业盈利水
平或与去年持平，甚至更优。“
整体看，2019年
全年水泥需求会略高与去年。 从效益看，今年
上半年整个行业的利润近800亿元， 同比去年
增长20%。 一般来说，水泥行业下半年的行情
要好于上半年。 因此，2019年全年水泥行业的
利润至少会达到去年（1545亿元）的水平，甚
至比去年更高。 ” 一位水泥专家对中国证券报
记者表示。

业绩靓丽
Wind统计数据显示，截至7月16日记者发
稿时，7家A股水泥公司发布了上半年业绩预
告，均为大幅增长。 销量和价格同比上升是水
泥公司业绩大幅增长的主要原因。

上峰水泥预计上半年实现净利润约9.1亿
元-10.1亿元， 同比增长80%-100%。 报告期
内，成本保持稳定，产销量较上年同期上升，主
要销售区域市场供需和产品售价保持较好状
态，盈利较上年同期上升。
天山股份预计上半年净利润约6.5亿元左
右，同比增长约111%。 公司表示，产品销量、销
价均较去年同期有所上升，归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同比增加。
祁连山预计上半年净利润约5亿元， 同比
增长128%。 对于业绩预增的主要原因，公司表
示，产品销量同比增加。 公司加强成本费用管
控，生产运行效率同比提升，致使产品成本同
比下降。 此外，2019年1月1日执行新金融工具
准则，本期公司持有兰石重装股票公允价值变
动收益增加。
宁夏建材预计上半年实现净利润约2.6亿
元-2.8亿元，同比增长82%-96%。 公司表示，
主要产品销量增加，收入同比上升；持续加强
内部管理，成本费用得到有效控制，产品成本
费用下降；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新金融工具
准则，报告期公司持有宁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增加。
供给侧改革使得水泥企业效益显著。 华新
水泥预计上半年净利润约30.01亿元-32.17亿
元，同比增长46%-56%。 公司表示，受益于加
强环境保护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所引致的供

求变化，公司水泥、混凝土及骨料等主要产品
的价格分别较上年同期增长9%、16%及5%左
右。 同时，产能规模扩大，报告期内公司骨料销
量同比增长29%，水泥和商品熟料销量同比增
长11%。 此外，公司海外水泥业务呈现出量价
齐升的局面。
冀东水泥预计上半年实现净利润约14.5
亿元-15亿元，同比增长57.79%-63.24%。 公
司表示，受益于水泥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
深入推进及核心区域市场需求改善的积极影
响，市场秩序持续好转，公司水泥和熟料综合
销量同比增加，售价进一步理性回归。 金隅集
团表示，随着水泥行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深
入推进以及核心区域市场需求改善的积极影
响，市场秩序持续好转，水泥量价齐升；水泥熟
料销量、价格较去年同期均有提升，水泥企业
利润同比有所增加，实现了较好的业绩和发展
态势。
天风证券研报认为，进入7月中旬，雨水
及高温天气导致部分地区进入需求淡季，但
淡季价格下跌幅度有限。 一方面，错峰生产继
续执行，另一方面环保将继续发力。 第二轮第
一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将全面启动，短
期一定程度的供给收缩 将 对 冲 部 分 需 求 下
滑。 长期看，环保与资源保护将成为常态化，
石灰石资源优势与低排放优势的龙头企业将
长期受益。

据了解，钛行业产线主要有两条，一是钛精矿
-海绵钛-钛锭-钛材， 二是钛精矿-钛白粉的化
工条线。在钛材工业线中，海绵钛是钛材工业的核
心原材料。通过对海绵钛的再加工，制成各种金属
产品，用于航空航天等领域。
值得注意的是，面对行业复苏，上游原材料海
绵钛价格自2018年9月开始启动上涨态势。 据百
川资讯数据，本周0级海绵钛主流报价7万元/吨，
较2019年初上涨8.82%。
伴随原材料价格上升，行业龙头宝钛股份近
日率先宣布调价， 由于海绵钛价格大幅上涨、环
保费用持续上升等因素影响，公司决定对全线产
品在原价格基础上上调10%。 对于后续产品价
格，将根据海绵钛等主要原材料价格浮动适时进
行调整。
钛材生产流程中， 海绵钛价格与钛材出厂价
格呈现正相关关系。由于上游海绵钛的涨价，多数
钛材制造商不得不进行调价平衡利润。 宝鸡一家
中小型钛材生产厂家人士告诉记者，“现在海绵
钛价格涨得厉害，上游每吨涨1万元，我们要给客
户涨5000元。 对于临时涨价，客户表示理解” 。
一位接近上游海绵钛的人士告诉中国证券报
记者，现在海绵钛紧俏，不少之前停产的企业现在
开始复产，大家都盯着价格。加之部分海绵钛龙头
企业的率先调价，容易传导到一些小企业，大家纷
纷调价。但现在环保督察压力较大，海绵钛供应整
体处于紧平衡状态。
根据相关研报，目前海绵钛市场整体向好，国
内企业开工相对稳定，企业走货情况比较顺畅，大
多数企业甚至无库存。一方面，环保检查造成生产
成本提高，四氯化钛价格持续上涨，原料价格持续
走高，支撑海绵钛价格维持高位运行；另一方面，
近阶段市场需求比较旺盛， 海绵钛市场供应比较
紧张，预计国内钛材市场或持续坚挺运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