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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工国际(002051)

大单落地

“走出去” 红利有望持续释放

8月 5日中工国际发布重大合同

公告， 中工国际与几内亚科纳克里自

治港港务局 8月 1日签署了几内亚科

纳克里自治港东区扩建项目商务合

同。 该项目位于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

市，内容为平地整治、新建泊位、航道

疏浚等。合同总金额为8 .53亿美元，约

合52 .65亿元人民币，为公司2013年营

业总收入的57 .01%，总工期36个月。

申银万国表示，今年以来公司新

签合同16 .65亿美元，较上年全年新签

的12 .73亿美元已高出31%；今年以来

生效合同8 .8亿美元，也已高于去年全

年生效合同的7 .79亿美元。 公司这两

年在拉美、非洲、西亚和中东、东南亚

四个市场已取得突破。 公司2013年收

入15 .15亿美元，仅占当年我国对外承

包工程完成额的1 .1%，成长空间仍然

非常巨大。此外，公司相关储备普康与

上海自贸区的子公司（三相联动）、子

公司沃特尔在工业废水 “零排放” 方

面有正向渗透膜的核心技术， 而且今

年计划通过工业污水处理和海水淡化

工程领域的业务机会快速增多。 而中

白工业园、 老挝万象滨河综合开发项

目等未来也有望逐渐收获。 申银万国

上调公司评级至“买入” 。

康恩贝（600572）

内生外延双轮驱动

业绩增速提升

康恩贝 8月 5日公布了公司 2014

年中报 , 今年上半年公司实现营业

收入 16 . 79亿元， 同比增长 20 . 72% ；

归 属 于 母 公 司 所 有 者 的 净 利 润 为

2 . 88亿元，同比增长 39 . 62% ；归属于

上市公司扣除非经常损益的净利润

为 2 . 05亿元，同比增长45 . 02% 。

国泰君安表示， 贵州拜特从5月并

表以来贡献净利3474万元， 扣除并表

影响， 公司扣非净利增速21%。 3月公

司的新GMP认证通过， 拜特产能瓶颈

突破，二季度销量也显著提升，丹参川

芎嗪收入增31%，至2.6亿元。 随着拜特

股权交割完成，下半年双方平台整合有

望进入执行阶段， 协同效应将逐步体

现，提振内生增速。 此外，按照7月11日

证监会发布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管理办法》 与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征求意见，公司继续收购拜特剩余

49%股权将无需审批。 若意见稿被通

过， 公司收购剩余股权的进程有望加

快。 同时，公司公告定增21亿元也为并

购做好准备。公司充分利用外延整合的

方式弥补自身产品线竞争力的不足，并

购逐步从针对品种并购过渡到强强联

合的打造综合平台式的整合，即拜特优

势营销体系与公司丰富的产品资源重

组整合发挥互补、协同效应，从而提振

内生增速，实现内生+外延双轮驱动成

长。 国泰君安维持“增持” 评级。

锡业股份(000960)

注入华联锌铟

业绩大幅增厚

锡业股份8月5日发布重大资产重

组公告， 公司拟以11.80元/股非公开发

行不超过3.17亿股向云锡控股、 云锡集

团和博信天津购买华联锌铟75.74%股

份。 公司同时公告，董事会于7月3日审

议通过《关于出售铅业分公司资产暨关

联交易的议案》，同意以13.98亿元将亏

损的铅业分公司转让给云锡控股。

申银万国指出， 公司出售铅业分

公司主要是考虑到铅冶炼原料自给

率低 ，同时在市场竞争能力 、抗风险

能力和盈利能力方面偏弱 ，加之铅市

场价格大幅下跌 ，导致铅业分公司近

三年来亏损严重。 收购华联锌铟预测

2014-2016年净利润分别为 4 .3、5 .1、

5 .9亿元。 本次交易对手方云锡控股、

云锡集团 、博信天津还将对华联锌铟

在本次交易实施完毕以后三年内的

业绩进行承诺 ，并与上市公司实际盈

利数不足利润预测数的情况签订利

润补偿协议。 而且此次收购将显著增

厚公司资源储量 ，其锡金属储量由原

来的54 .7万吨增加至83 .21万吨，锡精

矿自给率有望从35%进一步攀升 ；同

时铅锌资源储量从原有的14 .2万吨增

厚至343 .77万吨， 铟和钨资源也有不

同程度增厚。 申银万国上调公司评级

至“买入” 。

装机容量增长 项目逐步启动

海上风电投资或“扬帆起航”

□华鑫证券 徐呈健

风电装机容量自 2013年开始重

新进入增长轨道，且今年上半年延续

了较高水平的增长。 在风电整体装机

容量持续增长和弃风率持续大幅下

滑的同时 ，政策面也在助力海上风电

的发展。 预计随着海上风电标杆电价

的出台 ， 及海上风电项目的逐步启

动，海上风电投资盛宴的大门也将逐

步被打开。

风电装机容量持续增长

在特高压建设加速、 并网各项政

策逐渐落地和风电场经济性变好的背

景下， 继国内风电经历2011年和2012

年新增容量连续两年下滑后 ，2013年

风电装机容量重新进入增长轨道，并

出现了较为明显的反弹。 中国（不包

括台湾地区）2013年新增装机容量为

16088 .7MW，同比增长24.1%；累计装

机 容 量 91412 .89M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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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上半年则延续

了2013年的增长势头， 装机容量继续

保持20%以上的增速。 根据国家能源

局公布的《2014年上半年风电并网运

行情况》，2014年上半年，全国风电新

增并网容量632万千瓦，累计并网容量

8277万千瓦，同比增长23%，在装机容

量增速维持较高水平的同时， 弃风率

也在继续大幅下滑。 全国上半年风电

弃风电量72亿千瓦时， 同比下降35 .8

亿千瓦时； 全国平均弃风率8 .5%，同

比下降5 .14个百分点。从2012年以来，

弃风率始终呈现大幅下滑趋势， 随着

后期特高压继续大幅推进， 在风电新

装机容量大幅增长的同时， 弃风率将

保持稳定下滑态势。

就在风电整体行业景气回升的同

时，政策面也在助力海上风电的发展。

6月19日，国家发改委出台了《关于海

上风电上网电价政策的通知》。 通知

规定，对非招标的海上风电项目，区分

潮间带和近海风电两种类型确定上网

电价。 2017年以前投运的潮间带风电

项目上网电价为每千瓦时0.75元，近

海风电项目上网电价为每千瓦时0.85

元。 尽管目前行业仍在讨论海上风电

标杆电价是否能够提供合理的投资回

报率， 但从陆上风电和光伏发展历程

来看，在地方补贴、国家行政指标等因

素的刺激下， 风电装机容量仍能保持

快速增长。

海上风电项目逐步启动

在风电装机容量持续增长的同

时，海上风电项目也在逐步启动，而海

上风电项目的逐步启动有望打开海上

风电盛宴的大门。

据最新海上风电资源调查结果显

示， 我国5-25米水深、50米高度海上

风电开发潜力约为 2亿千瓦 ，5-50米

水深、70米高度海上风电开发潜力约

为5亿千瓦， 部分潮间带及潮下带滩

涂资源和深海风能资源也较为丰富 ，

开发潜力远高于陆上风电。 而且相对

陆上风电而言 ，海上风电更接近于用

电中心， 不易受到风电间歇性的影

响，并网瓶颈没有那么显著。在“十二

五” 能源发展规划和可再生能源专项

规划中提出了海上风电的发展目标 ，

即 2015年建成 500万千瓦 ，2020年建

成3000万千瓦。 但2013年中国海上风

电新增容量仅为 3 .9万千瓦 ， 累计已

建成的海上风电项目共计仅达 42 .86

万千瓦。

由此，2014年海上风电或将有超

预期表现。 而且海上风电标杆电价的

出台，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海上风

电发展的部分核心瓶颈。 部分已招标

或正在前期工作已获批准的项目或

将加速进行。 2013年年中一期特许权

项 目 中 的 三 个 项 目 获 得 开 工 “路

条” ，此外全国有17个海上风电项目，

前期工作已获国家能源局批准 ，总装

机容量为395万千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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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局同意开展前期工作 ，总装机容量达

850万千瓦。

� � � � 随着基本面的改善， 风电板块从

2013年下半年开始已经出现较为明显

的企稳回升。随着产业结构改善、新建

特高压等因素改善并网消纳瓶颈和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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趋势。 因此风

电设备厂商后市值得重点关注， 尤其

是在海上风电具备先发优势的厂商。

此外， 海上风电发展对海工需求也将

大幅度提升。 但由于今年风资源相对

往年较差，发电小时数有所回落，这将

会影响风电站的盈利能力， 因此注意

回避风电下游风电站运营个股。

两因素驱动稀土永磁景气回升

□本报记者 魏静

近来，稀土行业利好不断。 除了稀土

收储启动外，包钢稀土及厦门钨业分别公

告组建稀土行业大集团，从而引发了行业

整合提速的预期。 由内蒙古自治区、中国

工程院、中国稀土行业协会、中国稀土学

会主办的第六届中国包头·稀土产业论坛

将于8月7日-9日召开， 主题为稀土元素

均衡应用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和谐发展，

有多家上市公司将参加， 如银河磁体、宁

波韵升、广晟有色、厦门钨业等等。分析人

士表示，当前整个稀土行业处于政策蜜月

期，再加上受节能及新能源汽车迅猛发展

的影响，稀土永磁行业将保持持续快速增

长，预计稀土永磁行业本轮的景气周期将

显著上行，投资者可适当关注永磁相关概

念股。

新能源汽车助力

稀土永磁进入景气周期

稀土永磁主要运用在风力发电、新能

源汽车节能电梯、家电、信息产品等领域。

上海证券在一份研究报告中指出，从上述

五个方面的增长数据来看，受节能和新能

源因素的影响，国内稀土永磁行业已进入

了一波景气上行周期。

一是全球钕铁硼需求持续快速增长。

作为稀土永磁材料的主要产品，受国外稀

土永磁材料需求的快速增长，中国作为主

要资源国的钕铁硼产品出口持续快速增

长。 今年以来，我国的钕铁硼出口累计同

比增长逾70%。

二是国内新能源汽车产量政策驱

动稀土永磁快速增长， 这也是稀土永

磁行业进入快速发展期的最重要推

手。 据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网统计，2014

年 1-6月 ， 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量达

28362辆，同比增长240%，完成去年产

量的80%。 中汽协的统计数据显示，今

年上半年， 纯电动汽车产销分别完成

12185辆和11777辆， 插电式混合动力

汽车产销分别完成8507辆和8700辆 。

而根据国家 《节能与新能源汽车产业

发展规划 (2012—2020年 )》， 到2015

年， 全国纯电动汽车和插电式混合动

力汽车累计产销量力争要达到 50万

辆。 受美国、德国等发达国家纯电动车

快速增长的影响， 中国新能源汽车产

量自6月开始就继续快速增长，新能源

车整体步入增长的趋势已经明确 ，在

这样的大环境下与新能源汽车相关的

产业和行业均将受益。

需要指出的是，新能源汽车产量的大

幅增长，离不开国内政策的扶持。今年2月

份，财政部、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国

家发展改革委发出 《关于进一步做好新

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工作的通知》(以下简

称 《通知》)， 调整了新能源汽车补贴标

准， 同时明确现行补贴推广政策到期后，

中央财政将继续实施补贴政策。 除此之

外，特斯拉表示进军中国，因此特斯拉在

美国掀起的新能源汽车革命也有望蔓延

至中国。

三是风电及节能家电市场的复苏在

一定程度上提升了稀土永磁的需求。 根

据市场判断， 今年风电装机规模有望达

到20吉瓦，同比增长25%左右，这将带动

风电用钕铁硼需求4690吨，较去年增长

40%左右。节能家电领域，随着消费升级

的不断持续，节能产品的比例不断提高。

从家电数据看，空调、洗衣机、冰箱等产

量已开始在底部企稳， 尽管实际消费仍

会波动， 但其对稀土永磁产品的需求将

见底回升。

整合提速 稀土行业迎政策蜜月期

早在今年年初，稀土行业大集团的整

合预期就曾引发相关概念的炒作。当时工

信部会同有关部门在北京召开组建大型

稀土企业集团专题会议， 重点支持6家企

业分别牵头进一步推进兼并重组，组建大

型稀土企业集团。 而据业内人士介绍，稀

土行业整合将围绕包钢稀土形成的北方

稀土集团，以及两大央企五矿、中铝，三家

地方企业广晟有色、赣州稀土、厦门钨业

分别组建的区域性稀土集团 ， 形成

“1+5” 的产业格局。

8月4日晚间，包钢稀土发布公告称，

其控股股东组建的中国北方稀土（集团）

公司方案获得工信部备案；同日厦门钨业

也发布公告称，组建稀土集团已获工信部

备案。

由此可见，在政策的推动下，今年稀

土大集团组建的节奏明显加快。 就在6月

底，中国钢研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山东省

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中铝旗下的中国稀

有稀土有限公司签署了 《关于推动山东

稀土企业整合意向书》，三家单位联合组

建“山东稀土集团” 。此外，作为稀土生产

大省，江西也已明确提出加快稀土集团组

建的计划，争取在年内完成组建国家级稀

土企业集团。

除了整合的加速外， 市场一直高度

关注的收储也有了新进展。据媒体报道，

今年稀土收储工作已启动， 收储数量和

价格已经确定。其中，收储量与市场预期

基本持平， 收储价格较市场价格有所上

浮。 据此，业内人士普遍认为，收储价格

有望对低迷的稀土价格产生一定的刺激

作用。

分析人士表示， 无论是从稀土收储

正式启动有望拉动整个稀土各类相关品

种价格趋稳， 还是从稀土大集团整合的

节奏加快来看， 目前稀土行业都面临一

定的回暖，且依然处于政策蜜月期。 再加

上市场对新能源汽车产业投资的逻辑正

从原有的概念炒作逐步转向中期的价值

投资，而且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快速发展，

势必将拉动高性能钕铁硼等稀土永磁产

品的需求， 因而整个稀土永磁行业将迎

来爆发式增长。

二级市场上，近两年来，稀土永磁行

业的PE估值相对于沪深300的溢价率整

体不断抬高，并不断创出新高，行业的整

体后续增长潜力较强。随着短期市场反弹

渐入佳境，预计稀土永磁概念股也将借市

场走强而重回强势格局。

牵手普洛斯

中储股份一字涨停

□本报记者 徐伟平

中储股份昨日复牌后，发布

了定增预案。受到牵手普洛斯的

利好消息提振，公司股价一字涨

停，全天成交额仅为5779万元，

投资者惜售情绪明显。

中储股份发布公告称，拟以

11.82元/股价格向普洛斯控股

公司定向增发16854.82万股,募

集资金19.92亿元。 定增完成后

普洛斯通过其控股公司持有中

储股份15.34%的股份, 中储股

份的企业性质变为外商投资股

份有限公司。

中储股份目前拥有640万

平米仓储土地使用权 (245万平

方米的货场、118万平方米的库

房),其中210万平米位于城市中

心； 公司还拥有60条铁路专用

线,累计长度达52公里。 此外，

公司的物流网络遍布全国,具备

公、铁、水方便转换的综合物流

能力。 不过，公司的市场运营能

力较弱,各仓储中心区域化割裂

严重,始终未实现全国网络化运

营,而这长期制约公司发展。

分析人士指出，此次公司引

入全球著名的物流园运营商普

洛斯作为战略投资者,未来公司

仓储物流资源利用效率有望显

著提升，全国网络一体化运营以

及主业服务链延伸值得期待。 考

虑到昨日的成交量较低，投资者

惜售情绪明显，短期该股有望延

续升势。

深天马A融资连续增加

□本报记者 徐伟平

近期沪深两市大盘保持强

势， 题材热点也明显活跃起来，

深天马A受益于全息手机炒作，

股价连续上攻，期间融资额连续

7个交易日增加。

深天马A此前发布公告称，

深天马自2009年起已开始与亿

思达合作开发3D眼镜技术，是

亿思达3D产品的主力供应商和

技术合作伙伴。 公司2013年底

与亿思达集团开始合作开发基

于液晶透镜技术的裸眼3D显示

方案，并成为亿思达takee全息

手机中关键显示器件的供应商

之一。 受此影响，从7月25日深

天马A复牌以来， 股价连续上

攻，累计上涨32.42%。

深天马A的反弹也引发了

两融资金追逐，7月25日以来，

该股的融资余额连续7个交易

日增加，从4.98亿元增至8.34亿

元，增幅高达3.36亿元，期间单

个交易日的融资净买入额也一

度突破亿元，显示出融资客对该

股的热捧。

分析人士指出，近期市场保

持强势， 为题材炒作提供了温

床，不过题材概念活跃后，各个

热点切换的频率也可能随着加

快，全息手机概念能否保持强势

尚难确定。 此外，深天马A连续

放量上涨后，短期或有回调整理

的需要， 建议投资者保持谨慎，

不要盲目追高。

机构抢筹四川双马

□本报实习记者 叶涛

国务院昨日下发了《关于

进一步加强棚户区改造工作

的通知》，要求各地、各有关部

门进一步加大棚户区改造工

作力度。 市场普遍预计，与棚

改相配套的公共交通、供水供

电、工程机械以及建筑建材等

基础设施行业将迎来爆发。 以

水泥制品为主营产品的四川

双马因此受投资者，特别是机

构投资者的热情追捧。 截至收

盘，该股上涨0.57元，报收于涨

停价6.25元。

据深交所盘后发布的公开

信息显示，昨日机构投资者介入

该股的力度明显增强。买入金额

最大的前五席位中，机构占据了

两席， 金额分别为1235.94万元

和812.50万元，排名第三至第五

的则悉数为营业厅席位；值得注

意的是，前两位机构席位买入总

金额远超后三位营业厅席位之

和，而卖出金额前五大席位中则

无一机构身影。表明受正面预期

支撑， 机构投资者已经提前进

场，开始吸纳该股筹码。

四川双马昨日早盘持续在

平盘附近晃悠， 直至10点过后

买单突然蜂拥而入，拉动股价直

线涨停。 成交方面，该股昨日成

交额达到1.35亿元，较此前显著

放量。

分析人士表示，鉴于棚户区

改造是近年政府工作的重要内

容之一，政策和财政支撑力度较

强，而四川双马当前市盈率已经

逼近2007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安全边际较高，因此后市该股有

望将随着棚改工作的推进而反

复表现。

技术指标表

多空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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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202.28

↑2168.27

↑2112.78

↑2092.03

↑2065.37

↑2060.83

↑2062.65

↑2096.35

↑2349.33

↑2309.72

↑2236.73

↑2212.78

↑2181.08

↑2179.36

↑2183.63

↑2267.17

↑7941.16

↑7783.83

↑7517.21

↑7448.89

↑7361.04

↑7347.05

↑7372.96

↑7822.75

乖 离 率

BIAS

（

6

）

BIAS

（

12

）

↓0.94

↓3.20

↓0.98

↓3.55

↓0.99

↓3.90

MACD线

DIF

（

12

，

26

）

DEA

（

9

）

↑42.60

↑29.82

↑53.04

↑37.09

↑184.30

↑122.58

相对强弱指标

RSI

（

6

）

RSI

（

12

）

↓81.39

↓79.10

↓78.47

↓77.35

↑82.11

↑77.70

慢速随机指标

%K

（

9

，

3

）

%D

（

3

）

↑93.67

↑91.76

↑93.14

↑91.41

↑93.97

↑91.80

技 术 指 标 上 证（综指） 沪深300 深 证（成指）

心 理 线

PSY

（

12

）

MA

（

6

）

↓66.66

↓69.44

↓75.00

↓77.77

83.33

79.16

动向指标（DMI）

+ DI

（

7

）

—

DI

（

7

）

ADX

ADXR

↓46.38

0.00

↑100.00

↑70.39

↓45.74

↓0.05

↑99.84

↑70.31

↓50.38

0.00

↑100.00

↑65.11

人气意愿指标

BR

（

26

）

AR

（

26

）

↓166.31

↓228.90

↓185.12

↓223.42

↓172.06

↓187.26

威廉指数

%W

（

10

）

%W

（

20

）

↑4.45

↑3.55

↑6.00

↑4.64

↑3.54

↑2.76

随机指标

%K

（

9

，

3

）

%D

（

3

）

%J

（

3

）

↑93.67

↑91.76

↑97.50

↑93.14

↑91.41

↓96.59

↑93.97

↑91.80

↑98.30

动量指标

MOM

（

12

）

MA

（

6

）

↓160.87

↑138.11

↓205.20

↑181.86

↓748.31

↑677.74

超买超卖指标

ROC

（

12

）

↓7.81 ↓9.48 ↓10.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