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4

年

11

月

3

日，宿迁市宿城区工商、公安部门联手，一举捣毁

4

个非法走私巴西牛肉

加工窝点，查获牛肉近

30

吨。 IC图片

■ 责编：熊勇宏 美编：王春燕 电话：

010－63070241 E-mail:gsb001@zzb.com.cn

■ 2014年12月10日 星期三

产经新闻

ndustries

A10

I

发电行业“转型升级” 面临“旧疾新伤”

□华电集团 陈宗法

目前发电行业处于

2002

年电改以来形势

“最好时期”，连续三年盈利，发电企业综合实

力普遍增强。 不过，站在一个全新的更高“历

史起点”，冷静思考，理性分析，发电行业要实

现新突破、新超越，打造“升级版”，仍然面临

一些“旧疾新伤”。

一是用电需求快速回落， 发电量竞争空

前激烈，通过增发电量增收难度加大。 由于经

济稳中趋缓、 冶金等四大重点用电行业与东

中部地区用电增速明显回落，以及气温偏低、

上年基数较高等因素影响， 今年实际用电增

长将不到

4%

。 据中电联最新预测，今年全年

发电设备利用小时将降至

4300

小时左右，其

中火电

4800

小时左右，“跌破

5000

小时” 只是

时间问题。 火电机组利用小时 “跌破

5000

小

时”，意味着电力产能过剩，发电量的减少和

营业收入的下降， 也意味着发电量市场竞争

加剧，经营环境的严峻。 这种现象很可能成为

新常态。

二是火电环保政策日趋严苛，环保改造

投入大幅增加。 国家对火电行业实行了史上

最严厉的环保政策， 将其纳入重点控制产

业，执行大气污染物特别排放限值，要求京

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区域煤炭消费总量

负增长。 火电企业负社会责任之重，不仅“对

达不到节能减排标准的现役机组坚决实施

升级改造”，而且自我加压，“超低排放”改造

之风正由浙江、广东、江苏、山东、河北等省

份迅速向全国蔓延。 目前火电利润基本依赖

低廉的煤价，而煤价随着政府保护措施的加

大，明后年“触底反弹”也有一定的概率。 今

后，环保政策的严苛与环保电价的提高是否

匹配，能否用市场的、经济的办法解决环保

问题， 提高火电企业环保改造的积极性，还

有待进一步观察。

三是非电产业盈亏分化，煤炭、煤化工、

铝业等板块出现亏损。 随着煤炭产业“黄金十

年”的终结，铝业市场的急剧变化，再加进入

煤炭、煤化工、铝业、多晶硅等领域大多代价

高，专业人才短缺，板块协同难，近年来非电

产业开始盈亏分化。 今年各发电集团开始收

缩发展战线， 加大处置不良资产力度。 继续

“转方式、调结构”，确定战略新兴产业，面临

很大挑战。

四是高企的负债率，巨额的财务费用，严

重制约融资能力和盈利水平。 预计

2014

年五

大电力集团资产负债率可下降到

83%

左右，

财务费用近

2000

亿元， 相当于同期利润总额

的

2

倍。 目前火电板块仍有近

30%

的亏损面，

一些老小火电企业还有历史欠账没有消化

完。 财务过度“杠杆化”，盈利周期不长，客观

上制约了发电企业融资能力， 影响转型发展

的资金供应。

五是气电前景不明，风电弃风限电，核电

安全质疑，水电偏远造价高，清洁能源发展并

非一帆风顺。 清洁能源（水电除外）电价普遍

较高，随机性、间歇性特征明显，电网配套接

纳积极性并不高。

六是电力体制改革和市场化改革任重

而道远。 电力行业除发电环节已基本进入

市场竞争外，输、配、售三个环节仍融合在

一起， 总体上市场化程度低， 垄断特征明

显，价格体系不完善，非公经济地位低，政

府干预力度大。 虽然随着中央政府简政放

权力度加大以及电力体制改革的深化，发

电侧政府定价、计划电量、项目审批、直供

电试点受阻将有望突破，但与建立“管住中

间，放开两头”，将竞争性的发电、售电业务

与自然垄断的输配电业务分离，建立“多买

多卖”、公平竞争的批发和零售市场，还有

很长的路要走。

面对上述 “旧疾新伤” 以及未来的新形

势、新挑战，如何突破“天花板”，加快弥补“短

板”，进一步打造以“洁净高效，绿色低碳；价

值提升，风险可控；市场化运作，资源配置优

化；主营业务突出，产业链价值链完善；国际

化经营水平高，可持续发展能力强”为特征的

发电行业“升级版”，成为全体电力人目前共

同面临的重大课题。

电改制度红利及融资成本趋降“双轮驱动”

电力公司业绩估值有望喜迎“双击”

□本报记者 王小伟

受电改制度红利释放及融资成本下降的

提振，今年电力行业上市公司业绩延续去年增

势已经确定，二级市场估值更是迅速回升。

电改红利加速释放

尽管用电需求难言乐观，但电改红利成为

电力企业估值回升的重要催化剂。

中国电力科学研究院相关专家介绍说，目

前新一轮电改时机正在走向成熟， 本轮电改的

基本思路将是管住中间、放开两头，核定输配电

价，改变电网盈利模式，并在此基础上培育市场

化的售电主体， 逐步实现发售电价格由市场形

成，在市场化交易机制下推动电力直接交易。

“电改预期下，优质火电将受益大用户直

购比例的提升，且伴随着煤炭原材料价格的低

位运行，市场份额有望进一步扩大。 而中小水

电企业也将凭借成本优势在未来的电力市场

竞争中充分受益。 ” 电力行业分析师指出，这

是带动国投电力、上海电力等龙头公司股价回

升的重要动力。

融资成本趋降

除了改革红利之外， 还有一项 “隐性福

利” 将被电力等重资产企业“享用” 。 前述分

析师认为，目前国家正在大力推进直接融资力

度，以化解经济下行过程中不断增长的债务杠

杆，这将导致利率的降低，对于高资产负债率

的电力企业来说无疑是重大利好。

Wind统计数据显示，在两市目前64只电力热

力板块上市公司中，资产负债率超过60%的有

35只，其中华银电力以88%的资产负债率高居

榜首。 倘若利率趋降，电力企业将能节约一笔

非常可观的财务费用支出。

东北证券相关分析师预计，在基本面健康

的前提下， 今年电力行业盈利将再创历史新

高。 其理由是，2014年以来，煤炭行业供过于

求的状况进一步加剧，火电行业受益于电煤成

本的大幅降低，行业整体利润水平不断创出历

史新高，未来煤价不具备大幅上涨的条件。 此

外，2013-14年两次燃煤火电电价调整已到

位，未来电价再调整概率较小，火电有望继续

维持较高利润率。 而水电方面，来水偏丰叠加

大中型水电持续投产，水电行业利润亦大幅增

长，创历史新高。 随着一系列调节性较好的大

水电投产， 水电在枯水期蓄水能力得到加强，

未来水电行业盈利有望得到进一步加强。

市场人士认为，在市场流动性持续宽松的

大环境下，电力蓝筹普遍存在估值继续修复的

机会，如华电国际、国电电力、华能国际、国投

电力等可重点关注。

汽车零部件产业

亟待金融和技术双轮驱动

12月9日，“2014中国汽车零部件产业金融协同

创新发展论坛” 在重庆举行。 中国工程院院士郭孔辉

指出， 我国汽车零部件企业亟待通过互补合作加强核

心技术。

融资环境有待改善

目前，A股市场共有81家汽车零部件上市公司，今

年前三季度营业收入合计为2743.33亿元。 今年以来，

有北特科技、 鹏翎股份等9家汽车零部件类公司通过

IPO上市。

股市融资仅仅是零部件企业获得金融资本支持的

一个途径。论坛上，重庆高新创投两江品牌汽车产业投

资基金举行揭牌仪式， 力推创投资本与汽车零部件产

业紧密结合模式。

湖南大学副校长陈收指出， 我国货币供应量充

足，然而，中小企业普遍感到贷款难。 我国汽车零部件

企业绝大多数是中小企业，银行资金支持不够，导致

技术升级裹足不前，改善零部件企业融资环境已经迫

在眉睫。

中国汽车报社社长李庆文表示：“在现代技术创

新的模式下，政府、企业和金融之间的协同能力决定了

科技园区的创新效果和创新潜力。 在‘新常态’下，创

投资本将有力地推动我国零部件产业发展。 ”他强调，

当今世界多项重大科技成果的诞生与创投资本密不可

分，我国汽车零部件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创投资本扮

演着重要角色，协同创新发展非常有必要。

核心技术互补合作

“品牌不如人，实质是技术不如人和质量不如人。

技术、质量问题，20%出在投入不够，而更多出在没有

找准关键。 ” 中国工程院院士郭孔辉指出，缺乏核心技

术的零部件企业需要主动寻求技术来源，通过与高校、

院所合作形成互补的结合体。

在过去几十年中，关键核心零部件技术、产品自主

化，一直是我国汽车零部件行业突围的目标。特别是在

发动机电控、自动变速器、转向系统、制动系统、传动系

统、悬挂系统、汽车总线控制系统领域，我国汽车零部

件行业的整体差距亟待弥补。

业内专家指出，今年交通部等十部委颁布《关于

促进汽车维修业转型升级提升服务质量的指导意

见》，为汽车配件市场发展营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 面

对更加激烈的市场竞争， 国内汽车零部件企业打造核

心技术显得尤为重要， 只有通过互补合作提升技术水

平，才能适应新形势下的市场环境。

根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统计，2014年我国汽车维

修配件规模已达1.6万亿元，近十年每年保持近30%的

高速增长。（刘兴龙）

广东

欲打造大数据产业基地

广东省经信委12月9日公布 《广东省大数据发展

规划（2015-2020年）》(征求意见稿）。 意见稿提出，

到2020年， 大数据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各领域广泛应

用，推动全省信息化总体水平再上新台阶。推动制定一

批国家、行业和地方大数据标准，引进和培育50家以

上大数据龙头企业，形成2-3个大数据产业基地，以大

数据为主要内容的现代信息服务业产值超过1万亿

元，成为国民经济新兴支柱产业。

广东省将加快推进第四代移动通信（4G）网络和

无线宽带城市群建设，大力推进光纤入户和三网融合。

统筹省内云计算数据中心发展， 积极探索跨区域共建

共享机制和模式，推动建设一批公共服务、互联网应用

服务、 重点行业和大型企业云计算数据中心和远程灾

备中心。广东省还将建立大数据采集机制。开辟数据采

集渠道，综合行政收集、网络搜取、自愿提供、有偿购

买、传感收集等方式建立自动、精准、实时的大数据采

集体系。 加强对企业信息系统规划与大数据采集需求

的融合指导， 鼓励制造业企业和商业机构加强对生产

经营活动中数据的采集，推动无线射频识别（RFID）、

近距离无线通信（NFC）、二维码、环境监测、人体传

感设备的普及应用。

大数据应用方面， 广东将推进大数据在政务领

域、 生产领域、 流通领域和公共事业领域的应用创

新。 （李香才）

山东诸城15家企业

集中登陆上海股交中心

12月9日上午10点，随着清脆的锣声，山东省诸城

市15家企业一起登陆上海股权托管交易中心中小企

业股权报价系统（Q板），实现集中挂牌。 这是山东中

小企业一次性登陆省外股权交易市场企业数量最多、

规模最大的一次， 同时也开创了上海股权托管交易中

心Q板集中挂牌的先河。

上海股权托管交易中心中小企业股权报价系统，

是上海股权托管交易中心于去年8月推出的交易平

台。上海股权托管交易中心副总经理郭洪俊介绍，目前

在上海股权托管交易中心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转

让系统(E板)挂牌的企业有2332家，在中小企业股权报

价系统(Q板)挂牌的企业有288家。（高改芳）

毛大庆

升任万科北京区域CEO

中国证券报记者12月9日获悉， 现任万科北京公

司总经理毛大庆将升任万科北京区域CEO，并兼任万

科北京公司董事长， 其担任的万科集团高级副总裁职

务不变。 万科北京公司总经理一职将由现任万科杭州

公司总经理刘肖接任。

毛大庆公开发文确认这一消息， 并称自己将于明

年1月1日正式上任，迎来生涯新的起点。

今年前10月， 万科在北京单城的销售额已经突破

170亿元，约占万科集团整体销售额的10%。（徐学成）

走私肉频现加剧肉牛产业萎缩

上市公司“增膘” 填补洼地

□本报记者 任明杰

“巴西走私牛肉” 逐渐在江苏省域扩散，

继连云港、徐州、宿迁等地之后，近日南京又

查处570斤未经检验检疫的巴西走私牛肉并

引起轩然大波。

类似风暴频频上演暴露出中国肉牛产业

深层次危机。业内人士指出，伴随着近年来中

国肉牛产业的萎缩，国内牛肉价格大幅上涨，

价格低廉的走私牛肉乘虚而入， 并进一步加

剧了这一危机。

不过，危机愈演愈烈也凸显出投资机会，

中国证券报记者注意到，天山生物、西部牧业

等上市公司已经开始纷纷“增膘” 以填补国

内肉牛养殖洼地。

巴西走私牛肉风波频上演

12月9日下午， 位于南京市栖霞区尧佳

路的天盾菜市场躁动异常。 在这个仅有八九

十个摊位的菜市场里，摊主们正议论纷纷，一

位摊主指着远处的一家牛肉摊告诉中国证券

报记者：“昨天下午，尧化工商所和药监局的

人从那里查处了570斤未经检验检疫的巴西

走私牛肉，好多人围观，动静闹得很大。 ”

尧化工商所所长李传伟也向中国证券报

记者证实，“这件事已经立案调查，涉案的牛

肉摊也已经被勒令关闭，现在正在联系摊主。

同时， 工商所今天也加大了对其他菜市场的

巡查力度。 ” 原先生意火爆的这家牛肉摊，眼

下只剩下一张光秃秃的剁肉板， 刘姓摊主则

去向不明， 中国证券报记者拨打其手机未能

接通。

虽然此次查处的牛肉仅有570斤， 但这

一 “杯中风暴” 还是在当地引起了轩然大

波。 据了解，2012年底巴西成为疯牛病疫区

后，我国已明确规定，不得销售来自巴西疯

牛病疫区的牛肉及相关副食品。虽然2014年

7月， 我国开始考虑取消对巴西牛肉的进口

禁令，但直到今年12月，这一禁令仍然未解

除。“目前我们的检验结果还没有出来，现在

不能确认这就是‘疯牛病牛肉’ 。 但无论如

何，未经检验检疫的牛肉都存在风险。” 南京

栖霞区药监局相关负责人告诉中国证券报

记者。

此次“巴西走私牛肉” 风波也是今年备

受关注的连云港“1·18” 巴西走私牛肉案件

的余波。 今年年初，连云港“1·18” 案件发生

后， 警方在查处过程中分别发现了4个徐州

巴西牛肉供货商和4个广州巴西牛肉供货

商， 这8个供货商将禁销牛肉销往江苏等数

省，销售金额巨大，仅连云港地区就卖出1亿

多元。 目前，近300吨问题牛肉被查扣。

但是，这一案件的余波仍然未了。就在

12月3日，宿迁市宿城区工商、公安部门联

手， 一举捣毁4个非法走私巴西牛肉加工

窝点， 查获的牛肉近30吨， 这些牛肉均未

经检验检疫。 而南京则成为另一个被波及

的城市。

国内肉牛产业危机愈演愈烈

“今年江苏的 ‘巴西走私牛肉风波’ 实

际上反映了国内肉牛产业的深层次危机。 近

年来，国内肉牛产业持续萎缩，牛肉价格大幅

上涨， 从而给了价格低廉的走私牛肉以可乘

之机。 ” 中国农科院农经所副所长王济民向

中国证券报记者指出。

北京新发地市场牛羊肉厅经营牛肉生意

的摊主谢迈智告诉中国证券报记者，“2008

年以前，牛肉价格也就十二三块钱，但现在已

经涨到了24块钱一斤，翻了一番。 但生意可

比以前差远了，卖牛肉一斤就赚五毛钱，主要

靠走量。以前一天能卖出三四千斤，现在牛肉

价格贵得没人买，一天也就能卖七八百斤。 ”

国内牛肉价格为何如此疯涨？ 中国农业

大学教授、 国家肉牛产业首席专家曹兵海向

中国证券报记者解释，“物以稀为贵，主要原

因便是近年来肉牛存栏量大幅下降。 ” 他介

绍，2008年至2012年， 我国肉牛存栏量从

8900万头减少至6500万头，短短四年间减少

了2400万头。 传统意义上的肉牛产业大省山

东、河北、安徽、河南四省的肉牛存栏量最近

十年来出现加速下滑势头， 由四省组成的

“中原肉牛产业带”已名存实亡。

“肉牛行业第一股”福成五丰的肉牛养殖

业务也大幅萎缩，公司董秘宋宝贤告诉中国证

券报记者，“虽然公司涉及肉牛产业的饲养、屠

宰加工、食品加工环节，但饲养却是从收购架

子牛进行育肥开始的，并不涉及最上游的母牛

和小牛繁育环节。 牛肉价格在上涨，架子牛的

价格也是水涨船高，公司并未从牛肉价格的上

涨中获得多少收益。 相反，随着国内肉牛存栏

量的减少，公司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面临着‘无

牛可养’‘无牛可宰’的局面。 ”

“不得不说，急剧萎缩之下，中国的肉牛

产业已经陷入到前所未有的危机之中。 ” 曹

兵海表示。

与此同时，进口牛肉，特别是走私牛肉，

开始乘虚而入。据了解，目前国内走私牛肉主

要来自巴西和印度， 牛肉价格折算成人民币

只相当于22元/公斤左右， 与国内50元/公斤

左右的牛肉价格相去甚远，因此大行其道。

“国内每年的走私牛肉大约在50万至

100万吨左右。 走私牛肉不通过海关检验检

疫， 很可能将口蹄疫、 疯牛病等疫情带入国

内，对国内肉牛产业来说是很大隐患。 同时，

走私牛肉的大量进入， 对国内肉牛产业也会

造成强烈冲击。 ”王济民表示。

上市公司急“增膘” 填补洼地

在国内肉牛产业危机愈演愈烈的同时，

随着牛肉价格大幅上涨和需求量的猛增，新

的投资机会也开始凸显出来，天山生物、西部

牧业等上市公司开始纷纷“增膘” 以填补这

一投资洼地，特别是上游的肉牛繁育环节。

山东省畜牧总站副站长翟桂玉告诉中国

证券报记者，“国内肉牛存栏量和肉牛产业

的萎缩， 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成本的快速上

升。首先是饲料，为了追求生长速度和肉的品

质，精饲料用量明显增多，粗饲料中草的质量

也显著提高，算下来，光是牛的喂养成本就占

到总成本的七成到八成。 再就是人工成本也

不断增加，规模化养殖对资金的需求比较大，

对技术的要求也比较高。所以，农户补栏的积

极性并不高，肉牛存栏量还会进一步下降。 ”

但是，随着存栏量的不断下降，牛肉价格

的快速上涨开始覆盖养殖成本带来的压力，

肉牛的投资机会也凸显出来。 牛肉消费需求

的不断增长，也令肉牛行业的前景看好。统计

显示，2008-2012年，全国牛肉人均消费量从

4.3公斤增长到5.6公斤。 王济民告诉中国证

券报记者：“其实这个数据没有把外出消费

的数量计算在内， 而外出消费的数量占总消

费量的30%左右，如果加上这一块的话，牛肉

的人均消费量将更高。 ”

在这种情况下，天山生物、西部牧业等上

市公司开始频频加码肉牛产业， 尤其是繁育

环节频频成为上市公司投资的“靶心” 。

今年7月10日，天山生物公告称，公司拟

使用2525万澳元(约合人民币1.46亿元)收购

澳大利亚克拉克家族拥有的明加哈牧场资

产， 并以该资产出资设立子公司从事牧场经

营和引种业务。 公司表示，“肉牛产业的运

作，首先需要解决种源问题，而解决种源最有

效的途径，就是从国外进口优质种牛。 ”事实

上，2013年天山生物就制定 《肉牛项目发展

战略》，拟通过引进澳大利亚安格斯、西门塔

尔种牛，由农户规范饲养、纯种繁育，公司按

订单收购优质架子牛， 转化育肥后进行深加

工，制作中高档牛肉产品在国内市场销售。

去年11月18日，西部牧业也变更募投项

目投向肉牛产业。 公司称，鉴于当前我国牛、

羊肉供求关系紧张，价格持续上涨，肉牛出栏

连续4年下降的严峻形势，公司拟变更牛、羊

良种繁育技术工程研究中心扩建项目部分建

设内容，“奶牛性控胚胎实验室建设”内容变

更为“引进500头纯种安格斯母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