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拐点一再延迟 整体供应趋紧

上涨将是今年生猪市场主基调

□本报记者 王锦

2015年以来，预期中的猪周期拐点一

再被延迟， 但3月中旬以来猪价持续两周

的恢复性上涨还是令市场看到了希望，二

级市场养殖板块也闻风而动，走出一波小

高峰。 业界认为，当下终端需求略为清淡，

但由于生猪供应整体趋紧，上涨仍是今年

生猪市场的主基调，猪周期向上的大趋势

不变。

高点或超预期

过去一周，全国生猪市场暂时止涨趋

稳， 总体结束了持续近两周的恢复性上

涨。 搜猪网4月7日数据显示，全国生猪均

价12.03元/公斤， 全国瘦肉型生猪均价

12.53元/公斤。

此前， 猪价自3月13日起已连续上涨

两周， 全国瘦肉型生猪均价3月31日涨至

12.51元/公斤，较低点上涨8.5%，环比2月

上涨3.5%，同比上涨7.1%。 而仔猪价格自

今年年初即开始企稳回升，至上周末全国

仔猪价格均价大涨至23.08元/公斤， 一周

内上涨7.68%，较去年同期的19.42元/公斤

上涨18.82%。

再将镜头拉长， 在猪价已长期调整、

各方均预期“猪价拐点” 将在2014年四季

度到来的背景下， 生猪价格却自去年9月

份开始继续下跌，一直持续到今年3月份，

整体下跌幅度达20%， 生猪价格持续弱势

致使国内养殖业规模大幅缩减，生猪存栏

量、能繁母猪存栏量持续下降。

搜猪网分析师冯永辉指出， 供应量

的下降以及金锣收购“黑蹄猪” 事件共

同推动了此轮猪价的恢复性上涨。 清明

节过后，终端需求将比节前更为清淡，猪

价后期或许会有一段时间的下滑， 但受

到生猪供应的牵制， 猪价下跌的幅度或

不会太大。

供给的收缩反映在持续下跌的能繁

母猪存栏量上。 2015年3月12日，农业部公

布4000个监测点生猪存栏信息，2月份生

猪存栏量环比下降3.9%，同比下降10.1%；

能繁母猪存栏量环比下降1.9%，同比下降

15.5%。 自2013年3月-2015年2月，能繁母

猪存栏量同比下滑已维持24个月。

业界据此推算，2015年2月，生猪存栏

已下降至38973万头， 能繁母猪下降至

4110万头，均刷新近7年来低点。 国泰君安

报告指出，母猪产能下降向生猪和仔猪传

导的时滞分别为9个月和4个月左右，这在

年初仔猪价格的上涨中已得到反应， 今年

生猪紧俏局面具有一定持续性。

兴业证券蒋小东表示， 本年度的猪价

最低点已经过去， 在11.6元/公斤左右，未

来猪价大趋势将持续上涨至年底。

中信证券认为，2月能繁母猪存栏降至

4100万头（较历史高点下降20%，历史底

部下降10%）， 预计产能底部可能出现在

2015年6、7月，2015年周期性向上的趋势

基本确立。 此轮猪价向上高点有望超过20

元/公斤。 此轮周期中，产业资本通过各种

路径涌入养殖行业， 且规模化企业通过银

行、合作社等途径加杠杆，本轮周期料将迎

来更大幅度的猪价上涨。

养殖板块业绩弹性大

对于生猪养殖上市公司而言，2014年

是异常惨淡的一年。业绩快报显示，牧原股

份2014年实现营业总收入26.05亿元，同比

增加27.41%；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8019.81万元，同比下降73.60%。 雏鹰农

牧2014年实现营业总收入17.82亿元，同比

下降4.6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亏损1.84亿元。

A股养殖 “双雄” 一个下滑一个亏

损，“难看” 成绩单并不意外。搜猪网数据

显示，2014年全国生猪自繁自养出栏头均

盈利最高亏损额达到358元， 最低亏损额

为38元。

不过， 对于猪周期拐点的预期也在推

动养殖板块的上行。 伴随3月13日以来猪

价的上涨，雏鹰农牧股价涨幅超过60%，牧

原股份股价涨幅超过25%。

事实上， 养殖类公司今年业绩的改

善已经有所反应。根据牧原股份3月31日

发布的一季度业绩预告， 预计一季度净

利润亏损2000万-2500万元， 上年同期

公司亏损5572万元。公司表示，2015年一

季度公司商品猪销售平均价格高于上年

同期，生产成本基本保持不变，预计亏损

额度较上年同期减少。 雏鹰农牧同日预

计， 一季度业绩净利润将亏损8500万

-9000万元，上年同期亏损8328万元。 猪

价低迷和下游渠道建设投入拖累雏鹰农

牧业绩，公司表示，虽然生猪价格自3月

下旬开始出现小幅回升， 但2015年第一

季度长时间的生猪行情低迷， 导致行业

处于全面亏损状态。

中信证券认为，2015年下半年至2016

年上半年都是养殖公司的收获期。 兴业证

券蒋小东也表示，牧原股份今年同比业绩

将大幅度改善， 今年成本端压力不大，加

上2015年猪价将持续上涨，同时去年基数

较低，预计公司业绩同比增速将出现爆发

式增长， 预计公司净利润有望达到6.8亿

元，同比增长700%。 对于雏鹰农牧，国泰

君安分析师认为，2015年行业景气有望触

底回升， 公司出栏量顺周期重拾高增长，

业绩弹性值得期待。

加工龙头看新品推广

对于下游肉制品加工公司而言，尽管

猪价上涨预期某种程度上将带来一定成本

压力， 但由于企业产品结构的逐步改善以

及应对猪价波动能力的提升， 猪价已不是

影响业绩的主要因素。

肉制品加工龙头双汇发展此前公布的

2014年年报显示，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456.96亿元，同比增长1.66%；实现净利润

40.40亿元，同比增长4.71%。

双汇去年业绩低于预期。 公司称，去

年受国内经济增速放缓、 市场消费疲软、

公司产品结构调整和新产品开发及推广

进度滞后等不利因素影响，全年产销量与

年初披露的年度经营计划相比存在一定

的缺口。 公司屠宰生猪1501万头，完成年

度计划的 88.3% ， 生产高低温肉制品

168.77万吨，完成年度计划的84.4%；肉和

肉制品总销量322.24万吨，完成年度计划

的87.4%。

年报还显示，2014年， 双汇肉制品业

务成本下降2.34%， 该业务毛利率同比增

加1.44个百分点。 成本下降更多得益于猪

价的持续低位。

中金公司指出，2015年猪价上涨或对

双汇利润率有所影响， 然而其为贡献双汇

收入将近一半的屠宰业务带来了收入弹

性， 屠宰业务收入端恢复到双位数增长概

率较大。

此外， 双汇同美国史密斯菲尔德公司

协同效用的发挥也利于公司缓解国内猪价

上涨压力。对于双汇来说，其正在推进的深

度转型对于其2015年业绩更为关键。

在年报中， 双汇发展表示，2015年将

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公司制定了“调结构、

扩网络、促转型、上规模” 的整体战略，调

结构推新品，全面完成2015年产销10%以

上的增长目标。

海通证券马浩博表示， 预计双汇未来

盈利能力将持续提高。 虽然预计今年猪价

同比上涨， 但公司拥有较强的成本管理能

力， 可通过使用低价库存和从史密斯菲尔

德进口低价原料的方式控制成本波动，低

价进口猪肉+全产业链模式让双汇成本优

势充分发挥；公司新品毛利率较高，新品的

收入增长将提高公司盈利能力。

申万宏源分析师金凤称， 由于去年

上半年业绩基数较高， 同时新产品处于

投入期， 预计双汇2015年上半年业绩仍

存在一定压力， 三季度业绩拐点有望出

现。 去年下半年业绩基数较低，新产品经

过半年多的市场培育和推广后， 有望开

始贡献增量。

15亿元收购高升科技

蓝鼎控股布局云服务领域

□本报记者 于萍

蓝鼎控股4月 7日晚间公布重组预

案，拟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

高升科技100%股权，交易价格共计15亿

元。 此次交易后，公司将进入云基础服务

行业。

高溢价收购

公告显示，蓝鼎控股拟向于平、翁远、许

磊、董艳和赵春花5名自然人股东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其合计持有的高升科技

100%股权，其中以发行股份方式支付交易

对价的60%， 以现金方式支付交易对价的

40%。 发行价格为8.56元/股，购买资产发行

的股份数合计1.05亿股。

同时， 公司拟以8.83元/股的价格向宇

驰瑞德投资非公开发行股份，发行数量预计

不超过4246.89万股， 募集配套资金预计不

超过3.75亿元。募集配套资金扣除中介机构

费用后全部用于支付此次交易的现金对价，

剩余约2.4亿元现金对价将由公司自筹资金

支付。

上述5名自然人股东承诺， 高升科技

2015年度至2017年度累计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净利润不低于3.30亿元， 且高升科技

2015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净利润不低

于7700万元。

值得注意的是，未经审计的高升科技所

有者权益账面价值为6692.28万元， 预估值

为15亿元，增值率达到2141.72%。 对此，蓝

鼎控股在预案中称，评估增值较大，主要是

企业收益持续增长，体现在信息传输、计算

机服务行业整体发展情况良好，高升科技拥

有的技术优势、客户优势、资源优势和营销

优势。 数据显示，高升科技2014年实现营业

收入2.96亿元，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

润4513.42万元。

拓展主营业务

自上市以来， 蓝鼎控股一直以生产和

销售纺织品为主， 此后公司也曾涉足房地

产开发业务。 2014年11月，德泽世家受让

安徽蓝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蓝鼎实

业100%股权。韦振宇成为公司新的实际控

制人。

目前蓝鼎控股主要产品包括毛毯、呢绒

面料、色织布及棉纱等。近几年由于羊毛、棉

花等原辅材料价格持续波动、劳动成本提高

等因素， 对公司生产经营带来了较大压力。

不过此次交易后，公司将进入市场前景较好

的云基础服务行业。

高升科技主要收入来源为内容分发网

络业务 （CDN）、 互联网数据中心业务

（IDC）、“云评测+云监测+云加速” 一站

式性能应用性能监测和管理服务（APM）。

目前， 高升科技服务的客户数量超过200

家，是市场同类公司中客户覆盖最广的公司

之一。 特别是在网络游戏与流媒体行业，市

场上较为知名的公司均与高升科技签订有

长期服务合同。 高升科技还是国内IDC及

CDN行业的主要竞争者之一， 公司具备全

网IDC资质，拥有70个机房以及4000G带宽

的IDC布局。

蓝鼎控股表示，通过收购高升科技将主

营业务拓展至IDC、CDN等云基础服务领

域，将发展新业务，增强公司盈利能力和可

持续发展能力。

弃风限电形势严峻

能源局力促风电并网消纳

□本报记者 郭力方

4月7日，能源局发布《关于做好2015年

度风电并网消纳有关工作的通知》，指出弃

风限电问题仍是影响我国风电健康发展的

主要矛盾，要求各地及相关企业做好风电的

并网消纳和有效利用工作。

《通知》指出，2014年，全国风电弃风

限电问题进一步缓解， 除新疆自治区外，其

他地区弃风限电比例均有所下降。受当年风

速偏小等因素影响，全国风电平均利用小时

数同比下降约180小时。 2015年，华北、东北

和西北（简称“三北” ）地区投产的风电规

模会有较大幅度提高，风电消纳形势严峻。

为此，《通知》要求，各地及电网企业要

结合电力体制改革， 确保风电等清洁能源优

先上网和全额收购。 同时要结合资源条件、区

域电网运行现状对可再生能源并网运行提出

考核性保障指标， 切实构建适应风电等可再

生能源大规模并网的电力运行和调度体系。

目前中东部和南方地区风电并网装机

容量接近风电总装机容量的20%，但风电建

设滞后，要加快推进风电产业发展。

业内分析指出，此番能源局以特急件的

形式发文促进风电并网消纳，凸显当前风电

并网消纳形势的严峻性。针对当前弃风限电

问题，《通知》提出了各项针对性措施，特别

是提出对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建立保障性指

标，以及推进并网条件好的中东部地区风电

项目加快发展，这对于提高当前风电场项目

的利用小时数，提升拥有风电场运营项目上

市公司盈利水平都将产生实质性利好。

惠博普中标1.36亿哈国油服项目

□本报记者 汪珺

惠博普4月7日晚间公

告，公司确认中标哈萨克斯

坦阿特劳普拉文油田石油

伴生气脱硫设备建设项目，

合同金额为2217.6万美元，

约合人民币1.36亿元， 占公

司2013年度经审计的营业

收入的14.30%，占公司2014

年度未经审计的营业收入

的9.87%。

根据协议，惠博普将生产

并转交至KERNEU配套撬装

伴生气综合处理装置和成组

配套的辅助生产及工程支持

装置、 工艺过程自动化装置

（高低液位） 控制器的软件

（软件-驱动器）、 用于控制

器编程及接通的通讯电缆，以

及编制供货范围内的基础设

计文件等。 KERNEU将预付

合同总金额的30%，剩下部分

依据合同履行情况按供货计

划分期支付。

KERNEU在哈萨克斯坦

从事供水系统、发电设施以及

电力光纤等能源行业的工程

建设。惠博普认为，KERNEU

具备履约能力。

联建光电收购两传媒公司股权

□本报记者 于萍

联建光电4月7日晚间公

告称，公司与北京盛世联合广

告有限公司签署了 《股权转

让协议》，使用自筹资金1.50

亿元收购航美传媒集团有限

公司5%股权。 股权转让完成

后，联建光电持有航美传媒股

权比例为5%。

公告显示， 航美传媒集

团有限公司主要业务为电

子媒体广告业务及传统媒

体广告业务 ， 包括LED媒

体、 独立式数码刷屏媒体、

机柜式数码刷屏媒体、机场

电视媒体等。

根据交易安排，在联建光

电完成现金支付后的75个自

然日内，盛世联合可以选择将

航美传媒股权出售给第三方

投资者，同时以现金回购此次

交易转让的航美传媒5%股

权，并同时向公司支付资金占

用费。

联建光电同日公告，拟使

用自有资金不超过7668万元

收购深圳市精准分众传媒有

限公司28.4%股权。

资料显示，精准分众传媒

为企业提供基于移动互联的

精准传播和精准营销的解决

方案，是移动营销综合服务领

先的提供商之一，拥有自主研

发的微互动移动营销平台和

ADUU移动广告平台。

第二届世界机器人大会9月召开

□本报记者 刘兴龙

以“迎接机器人产业2.0

时代” 为主题的第二届世界

机器人及智能装备产业大会

暨博览会将于今年9月11-13

日在广东佛山新城举行，此次

会议由国际机器人及智能装

备产业联盟和亚洲制造业协

会共同主办。

机器人作为智能制造的

重要载体， 在市场需求快速

增长的同时， 也迎来了自身

需要转型升级的时候。 亚洲

制造业协会首席执行官、国

际机器人及智能装备产业联

盟秘书长罗军表示， 智能机

器人的核心是人工智能，人

机对话，人机一体。 目前市场

上的机器人只是一些自动化

生产工具， 距离智能机器人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钢铁情绪指数回暖

□本报记者 于萍

随着春季到来，钢铁行业正度过年初低

迷期，订单及需求有所回升。 普氏能源资讯

中国钢铁情绪指数显示，4月份的普氏能源

资讯CSSI指数为74.7点，较3月份上升了2.4

点，达到去年3月份以来的最高值。

普氏能源资讯分析人士表示，受季节因

素影响， 在2014年和2015年的3月份和4月

份期间，中国钢铁市场对新订单的预期都是

最高的。 随着春节假期和寒冷的冬季远去，

建筑施工活动预计将恢复正常，从而推动钢

铁需求的增长。 与出口相比，在过去的两个

月，中国转而更加重视对国内钢铁的需求。

数据显示，4月份包括新的国内订单、

新的出口订单、钢铁产量等指标均较3月份

有所回升。 其中，新的国内订单指数为76.7

点， 环比提升1.5点； 新的出口订单指数为

51.5点，环比提升12.1点。

此外， 普氏能源资讯还估算，3月份中

国国产螺纹钢月平均价格为376美元/吨，

较2月份的372.5美元/吨有所上升。

目前进口铁矿石价格已经跌破50美元/

吨。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数据显示，截至4月3

日，直接进口铁矿石62%品位干基粉矿到岸

价格为47.32美元/吨。

虽然铁矿石价格不断下跌， 但由于钢

价低迷，一季度钢企的经营效益并不乐观。

此前中钢协秘书长刘振江表示，1月份大中

型钢铁企业亏损，2月份比1月份亏损额度

更大， 国内大中型钢铁企业一季度将总体

亏损。

豫园商城设互联网小贷公司

□本报记者 任明杰

豫园商城4月7日晚间公

告称，拟投资参股设立广州复

星云通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

司。该公司为互联网特色小额

贷款公司，注册资本为20000

万元，公司出资3200万元，占

注册资本的16%。

公告称，本次共同投资方

复星南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星鑫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遇志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钢联电子商务股份有限

公司与公司为关联法人，本次

投资构成关联交易。

公司表示，广州复星云通

小贷公司将依托互联网，为广

大小微企业和个人提供高质

量金融服务，探索建立具有普

适性的、面向全社会的互联网

金融业态。

蓝盾股份一季度业绩预增10倍

□本报记者 黎宇文

蓝盾股份4月7日晚间发

布一季度业绩预告 ， 预计

2015年第一季度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025万

元-1050万元，较去年同期的

85.73 万 元 增 长 1095.61%

-1124.78%。

公司表示，业绩增长的主

要原因是信息安全市场需求

持续提升，公司的收入规模较

上年同期稳步增长，利润水平

也相应实现了较高的增长。其

中，非经常性损益的金额约为

530万元-550万元，对公司的

净利润也产生了正面的影响。

今年3月份，公司发布公

告称收购华炜科技100%股权

的事宜已获证监会批复，关于

华炜科技是否并表的问题，公

司也做了明确说明，华炜科技

的业绩并未在2015年第一季

度报告中合并。

西藏天路去年净利暴增11倍

□本报记者 任明杰

西藏天路4月7日晚间发

布2014年年报。2014年，公司

实现营业收入14.16亿元，同

比下降18.88%， 实现归属于

上 市 公 司 股 东 的 净 利 润

5903.76 万 元 ， 同 比 增 长

1111.80%。

对于未来发展， 公司指

出，建筑业方面，“一带一路”

战略将为西藏的交通、 贸易、

金融、旅游、能源和物流等领

域带来重要机遇。 建材业方

面，随着西藏在交通和水利基

础设施建设、电力工程建设以

及新型城镇化建设等固定资

产投资快速增长，水泥需求空

间巨大，水泥行业面临着难得

的发展机遇。

轻纺城拟3亿元增资浙商银行

□本报记者 任明杰

轻纺城4月7日晚间公告

称， 公司参股的浙商银行为

提高资本充足率， 保证业务

持续发展， 拟进行2015年增

资扩股， 公司将参与浙商银

行增资扩股计划。

按照浙商银行增资扩股

方案， 首轮募集资金规模为

100亿元，公司将以目前对浙

商银行的持股比例3.06%认

购新发行股份， 预计出资

3.06亿元。

公司表示， 浙商银行业

务和资产规模快速发展，经

济效益稳步提升。 公司参与

本次浙商银行增资扩股，有

利于巩固公司在浙商银行原

有的股东地位， 优化资产结

构，促进公司产投互动，提升

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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