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市公司扎堆设立产业基金

新能源、新材料领域备受青睐

本报记者 乔翔 见习记者 朱涵

行业发展日新月异，产业升级日益迫切，上市公司如何脱颖而出，进一步加快主业转型升级？ 参与设立产业基金借力外部资源，成为上市公司加快发展的重要方式。

据中国证券报记者不完全统计，今年下半年以来，已有100多家上市公司发布关于参与设立产业基金的公告，其中约4成拟投资新能源以及新材料等新兴产业。 业内人士表示，通过借助外部专业投研力量以及资金支持，上市公司可以整合产业链或进行多元化投资，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

新兴领域受青睐

梳理发现，上市公司参与设立产业基金大多投资于新能源以及新材料等新兴领域。 业内人士认为，上市公司通过参与设立产业基金，投向新能源、新材料等政策大力支持的新兴产业，有利于为公司发展带来较大的成长空间，打造新的增长极。

8月26日晚，江苏国泰发布公告称，公司及其全资子公司拟与相关方共同投资设立国泰金石（常州武进）新能源产业基金。 产业基金首期计划募集资金10亿元。 其中，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拟以自有资金认缴出资额6.9亿元。 该基金拟主要投资于新能源、先进制造等相关领域。

8月22日晚，中鼎股份发布公告称，公司与海睿投资等共同出资设立产业基金。 其中，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1.8亿元，占总认缴金额的50.7042%。 该基金将对新能源汽车产业优质项目进行投资。

新材料领域同样颇受青睐。 8月19日晚，火炬电子披露，与福创投、华兴创投共同投资设立福建泉州新材料产业基金，基金认缴出资总额为2.5亿元。 其中，火炬电子作为有限合伙人，以自有资金认缴出资5000万元，占认缴出资总额的19.99%。 该基金专注于国家支持的新材料领域，重点投资陶瓷基复合材料相关产业链。

部分公司通过参与设立产业基金跨界布局新兴产业。 大名城7月13日晚发布公告称，拟参与投资设立产业基金，计划投向以新能源、新材料、半导体、智能制造为代表的先进制造领域和以新品类、新场景为代表的消费升级领域。

注重产业协同

探索产业链上下游布局机会，进一步加强产业协同，成为众多上市公司参与设立产业基金的主要目的。

9月14日，福日电子发布公告称，为提升公司综合竞争力和整体价值，进一步挖掘产业链上下游优质项目，提升产业协同，公司子公司与恒信华业、苏州纳星等合伙人签署合伙协议，共同设立纳星基金。

有投资界人士告诉记者，在产业发展快速更迭的背景下，不少上市公司需要寻找新的突破点。 通过投资产业基金，上市公司可以在自身投研能力不足的情况下，借助专业创投机构最大化发挥自身对产业链上下游开拓的优势，同时深入挖掘产业协同机会，实现“产业升级+盈利跃升”的双重目标。 有些项目通过合理高效运作

之后，上市公司也可以寻找合适时机退出获取投资收益。

广日股份表示，通过设立产业基金，借助其强大的资源平台和资本运作能力，公司对外部优质资源进行战略性投资，优化整合资源，实现主业及新产业的快速做大做强，进一步提升产业协同效应。

华铁股份表示，参与产业基金投资，有利于公司聚焦核心主营业务，在高铁及轨道交通领域积极寻找与公司存在产业战略协同、优势互补的优质投资标的，通过参股投资、并购等方式为公司储备项目，积极推动公司业务升级及战略布局。

实现升级重要途径

并非所有上市公司参与设立产业基金都能一帆风顺，有的上市公司产业基金项目“戛然而止” ，近期就有来伊份、东箭科技、吉峰科技等公司的产业基金事项因行业波动等原因被终止。

查阅相关公告发现，来伊份于去年5月宣布，与其他合伙人共同投资消费产业基金，该基金将投资布局食品饮料、调味品及新零售等消费产业相关领域的境内外优质或高成长企业。 不过，公司以“宏观经济环境及行业竞争态势发生变化”为由于今年8月底终止该投资事项。

东箭科技则表示，鉴于合作各方在合作理念、投资方向等方面出现较大分歧，导致产业投资基金事项一直未有实质性进展，决定取消设立该产业投资基金。

业内人士表示，参与设立产业基金，是上市公司实现升级的一个重要途径，其中对于合作方的选择以及投资的产业、标的筛选至关重要。

新兴领域受青睐

梳理发现，上市公司参与设立产业基金

大多投资于新能源以及新材料等新兴领域。

业内人士认为，上市公司通过参与设立产业

基金，投向新能源、新材料等政策大力支持

的新兴产业，有利于为公司发展带来较大的

成长空间，打造新的增长极。

8月26日晚， 江苏国泰发布公告称，公

司及其全资子公司拟与相关方共同投资设

立国泰金石（常州武进）新能源产业基金。

产业基金首期计划募集资金10亿元。 其中，

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拟以自有资金认缴出

资额6.9亿元。 该基金拟主要投资于新能源、

先进制造等相关领域。

8月22日晚， 中鼎股份发布公告称，公

司与海睿投资等共同出资设立产业基金。其

中，公司以自有资金出资1.8亿元，占总认缴

金额的50.7042%。 该基金将对新能源汽车

产业优质项目进行投资。

新材料领域同样颇受青睐。 8月19日

晚，火炬电子披露，与福创投、华兴创投共同

投资设立福建泉州新材料产业基金，基金认

缴出资总额为2.5亿元。 其中，火炬电子作为

有限合伙人， 以自有资金认缴出资5000万

元，占认缴出资总额的19.99%。 该基金专注

于国家支持的新材料领域，重点投资陶瓷基

复合材料相关产业链。

部分公司通过参与设立产业基金跨界

布局新兴产业。 大名城7月13日晚发布公告

称，拟参与投资设立产业基金，计划投向以

新能源、新材料、半导体、智能制造为代表的

先进制造领域和以新品类、新场景为代表的

消费升级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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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受限需求复苏 铝价有望走强

●本报记者 康曦

9月13日、14日，云铝股份、神火股份相继

公告称， 收到供电部门紧急启动用能管理的

通知。 业内人士认为，此次云南限电持续时间

或较长，叠加四川地区电解铝复产缓慢，供应

端受到干扰而需求复苏， 铝价上行动力有望

增强。

启动用能管理

上海有色网数据显示， 截至今年9月初，

云南省电解铝建成产能561万吨， 运行产能

521.8万吨，占全国总运行产能的12.8%。 云南

四家大型电解铝企业分别是云铝股份、 神火

股份、云南宏泰和云南其亚。 目前，云铝股份、

神火股份均公告， 收到了紧急启动用能管理

的通知。

神火股份9月14日公告称，控股子公司云

南神火收到文山供电部门 《关于紧急启动电

解槽用能管理的通知》，要求在确保安全的情

况下，从9月10日零时起以停槽方式开展用能

管理，9月12日前将用电负荷调整至不高于

138.9万千瓦，9月14日前用电负荷调整至不高

于131.6万千瓦。

9月13日晚，云铝股份公告称，公司及下

属电解铝企业于近日收到供电部门 《关于紧

急启动电解铝用能管理的通知》，主要内容为

自2022年9月10日起，以停槽方式开展用能管

理，9月14日前压降用电负荷10%。

对于限电带来的影响，神火股份及云铝股

份均表示，压减负荷将对企业生产经营产生一

定影响，公司将通过安排设备检修维护、合理

组织生产等方式积极应对，同时积极与相关部

门就电力保障、稳定生产经营等方面加强沟通

协调。

原铝生产耗电量大，电力成本占总成本的

比重高。云铝股份一直以来积极与当地政府和

电网公司沟通协调，最大限度保障公司生产用

电， 生产用电结构中绿电比例约85%。 截至

2022年6月末，公司电解铝产能利用率在96%

以上。

电解铝需求将好转

云南省水电装机规模居全国第二位，在全

国排前10位的水电站中， 云南有7座。 截至

2022年6月末， 云南省全口径装机容量1.06亿

千瓦。其中，以水电为主的绿色能源装机0.907

亿千瓦，占总装机容量的85.55%。

云南大型水电站主要集中在金沙江和澜

沧江。 业内人士表示，丰水期蓄水不足对枯水

期发电量有不利影响，预计至明年4月枯水期

结束前云南电力供应情况都将维持紧张。

银河证券认为，铝价有望走强。 从供给端

看，前期因电力紧张导致的四川、重庆等地电

解铝减产停产虽已开始复产，但铝厂停产后复

产周期较长，复产过程较为缓慢。另外，欧洲能

源紧张，电解铝减产风险上升。 这些因素都对

电解铝价格形成支撑。

中国是铝工业大国， 产量和消费均居世界

前列。 银河证券表示，从需求端看，基建领域进

一步发力，而房地产行业有望企稳，叠加众多用

铝行业进入开工旺季，电解铝需求将好转。

“金九银十”旺季来临

钢企利润持续改善

●本报记者 董添

随着“金九银十”旺季到来，钢铁社会库存加

速出清，钢铁产销量持续恢复。此外，近期铁矿石、

煤炭等原材料价格出现下降， 钢企生产成本有所

下降，产量有所增加。

产量增加

我的钢铁网数据显示， 目前全国247家钢厂

高炉开工率达到81.99%， 开工率维持攀升态势。

盈利钢厂比率达到52.38%，继续增加。

据找钢网数据，9月14日，河北高炉开工率达

到81.97%，唐山高炉开工率达到80.47%，邯郸高

炉开工率达到75.41%，开工率整体处于高位。

业内人士表示，钢厂利润改善，钢材供给保持

回升态势。

近期，钢铁企业粗钢产量有所提升。中钢协最

新数据显示，8月份， 重点统计钢铁企业日产粗钢

199.79万吨，环比上升0.11%，同比下降4.85%；日

产生铁185.82万吨， 环比上升0.15%， 同比下降

0.16%；日产钢材196.23万吨，环比下降0.55%，同

比下降4.2%。

值得注意的是，近期铁矿石、煤炭等原材料价

格出现下降，随着成本的下降，相关钢铁企业增产

意愿强烈。

据中国钢铁工业协会监测数据，8月末， 中国

铁矿石价格指数（CIOPI）为368.80点，环比下降

43.33点，降幅为10.51%，较上月扩大3.99个百分

点；同比下降188.51点，降幅为33.82%。

库存下降

国泰君安研报显示，钢铁行业已进入“金九

银十”传统旺季，钢材需求有望持续回暖。 总库存

已连续11周环比下降。 后期钢材需求增长的弹性

仍有赖于地产、基建等领域的改善情况。

东吴证券表示，钢铁行业库存去化速度加快，

短期成交量增加明显。

中钢协数据显示，9月上旬，21个城市5大品

种钢材社会库存为880万吨，环比减少39万吨，环

比下降4.2%，库存继续下降。

分地区看， 华南地区库存环比减少20万吨，

环比下降9.2%；华东地区减少16万吨，下降6.3%；

华北地区减少11万吨，下降10.7%；东北地区减少

5万吨， 下降8.3%； 华中地区减少5万吨， 下降

5.3%；西北地区减少2万吨，下降3.6%。

分品种看，9月上旬，5大品种钢材社会库存

环比均有不同程度下降。 其中，螺纹钢库存为367

万吨，环比减少20万吨，下降5.2%。 热轧板卷库存

为170万吨，环比减少11万吨，下降6.1%。

兰格钢铁研究中心主任王国清在接受中国证

券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预计9、10月份国内钢材市

场需求和价格将呈现震荡反弹的局面， 库存有望

加速出清。

业绩改善

随着需求增加，吨钢利润有所反弹。国泰君安

监测数据显示，目前螺纹钢生产利润增至290元/

吨。 在此之前， 部分中小型钢企吨钢利润出现亏

损，面临停产的局面。

Wind数据显示， 上半年45家钢铁行业上市

公司合计实现营业收入1.228万亿元，相比上年同

期的1.233万亿元略有下降；合计实现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约385.97亿元， 相比上年同期

的815.64亿元下降52.68%。 业绩下滑的钢铁企业

普遍表示，2022年上半年， 受限产及疫情等因素

影响， 粗钢产量同比下降， 钢材市场需求低于预

期。 同时，钢材价格由升转降，而原材料成本维持

高位，导致钢铁行业上市公司效益下滑。

分季度看， 在上述45家钢铁行业上市公司

中，二季度净利润环比增长的公司有21家。 河钢

股份2022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约719.94亿元，

同比下降4.0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约为9.74亿元，同比下降35.98%。 公司称，二季度

以来钢材价格持续下跌， 原材料价格维持高位运

行，给公司经营带来明显压力，但公司加强与供应

商沟通和战略合作，稳定了原材料资源采购渠道，

进一步降低了采购成本。

多家钢铁行业上市公司近期表示， 未来将多

举措提升盈利能力。 西宁特钢在9月13日接受机

构调研时表示，公司将发挥自身产品及地域优势，

积极开拓市场，提高市场占有率，加快推进技术创

新和产品创新，持续对标挖潜，降低制造成本，增

强公司竞争力。 同时，进一步拓宽融资渠道，优化

调整产品结构，提升公司整体盈利能力。

家电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提速

●本报记者 彭思雨

9月14日工信部数据显示，我国智能家电

市场规模已达5000亿元。 近年来，在政策支持

下，家电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提速，智能家

电品类不断拓展，高效便利、节能环保的智能

家电深受消费者喜爱。业内人士认为，绿色、智

能、健康产品供给明显增加，在家电下乡、以旧

换新等政策支持下，智能家电市场活力将进一

步释放。

市场规模扩大

9月14日，工信部消费品工业司司长何亚

琼表示， 我国消费品生产质量和水平持续提

升， 智能家电市场规模从2016年的2000亿元

增加到现在的5000亿元。

智能化、绿色化成为家电消费趋势。 其

中， 空气炸锅等厨房智能小家电成为消费

“新宠” 。 天猫数据显示，今年3-5月，厨房

小家电线上成交额增长明显。 其中，空气炸

锅成交额同比增长200%， 烤串机和咖啡机

成交额同比增长均超过50%。 “空气炸锅是

近年来国内市场新兴的智能厨房小家电产

品，市场销售增速较快。 ” 利仁科技财务总

监杨善东向中国证券报记者表示，2019年

-2021年，利仁科技空气炸锅类产品收入分

别 为 8962. 94 万 元 、22646. 05 万 元 和

16344 . 98万元。

随着消费品质日益提升，高端智能家电迎

来广阔的市场空间。 美的集团9月13日披露的

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表示，公司高端智能家电

品牌COLMO今年上半年销售额突破40亿元，

同比增长150%。经过三年发展，COLMO全屋

高端智慧产品已涵盖中央空调、 全屋用水、冰

箱、酒柜、干衣机、洗衣机、护理柜、厨电等多个

品类，初步构建了全球家电市场领先的高端智

慧生活解决方案。

为把握智能家电市场发展机遇，相关上市

公司不断加码智能化产品业务。

利仁科技表示，公司现有产能已无法满

足市场需求， 拟实施小家电技改扩产项目，

扩大公司产能，改善产销结构。 小米集团旗

下智能家居品牌米家近日推出石墨烯折叠

踢脚线电暖器、无线洗车机等多种智能家电

新品，不断丰富小米生态智能家居硬件和整

体解决方案。

多措并举促消费

何亚琼表示，工信部将从供需两侧同时发

力，以高质量供给引领带动家电消费。 引导企

业积极开发绿色智能家电等产品，推广个性化

定制、柔性化生产等新模式，满足消费者多元

化需求。 推进家电标准体系建设，倡导绿色消

费理念，促进家电更新消费。 在家电领域培育

一批智能制造示范工厂， 打造一批知名品牌，

推广一批优质企业和新品精品，提振家电消费

信心。

多地出台政策，促进智能家电消费。 8月

31日，《广东省加大力度持续促进消费若干措

施》发布，鼓励各地市开展家电以旧换新及绿

色智能家电消费。

家电企业积极推动智能绿色家电普及。 9

月9日，美的集团推出亿元绿色补贴、全流程

一站式服务举措。国美电器近期联合众多品牌

厂商，开展以旧换新和家电下乡活动，覆盖空

调、彩电、冰箱、洗衣机等品类。

中国家用电器协会执行理事长姜风表示，

家电以旧换新消费市场潜力巨大，希望家电企

业通过创新不断丰富智能绿色产品供给，同时

从产品承诺、服务升级、优惠促销等方面着手，

引导消费者及时更换“超期服役” 的老旧家

电。业内人士认为，家电消费将进入旺季，政策

扶持叠加节日促销，智能家电有望开启市场新

蓝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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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市公司扎堆设立产业基金

新能源、新材料领域备受青睐

行业发展日新月异，产业升级日益迫切，上市公司

如何脱颖而出，进一步加快主业转型升级？ 参与设立产业基

金借力外部资源，成为上市公司加快发展的重要方式。

据中国证券报记者不完全统计，今年下半年以来，已有100多

家上市公司发布关于参与设立产业基金的公告， 其中约4成拟投

资新能源以及新材料等新兴产业。 业内人士表示，通过借助外部

专业投研力量以及资金支持，上市公司可以整合产业链或进行多

元化投资，培育新的利润增长点。

●本报记者 乔翔 见习记者 朱涵

注重产业协同

探索产业链上下游布局机会，进一步加

强产业协同，成为众多上市公司参与设立产

业基金的主要目的。

9月14日，福日电子发布公告称，为提

升公司综合竞争力和整体价值，进一步挖掘

产业链上下游优质项目， 提升产业协同，公

司子公司与恒信华业、苏州纳星等合伙人签

署合伙协议，共同设立纳星基金。

有投资界人士告诉记者，在产业发展快

速更迭的背景下，不少上市公司需要寻找新

的突破点。 通过投资产业基金，上市公司可

以在自身投研能力不足的情况下，借助专业

创投机构最大化发挥自身对产业链上下游

开拓的优势， 同时深入挖掘产业协同机会，

实现“产业升级+盈利跃升” 的双重目标。

有些项目通过合理高效运作之后，上市公司

也可以寻找合适时机退出获取投资收益。

广日股份表示， 通过设立产业基金，借

助其强大的资源平台和资本运作能力，公司

对外部优质资源进行战略性投资，优化整合

资源， 实现主业及新产业的快速做大做强，

进一步提升产业协同效应。

华铁股份表示， 参与产业基金投资，有

利于公司聚焦核心主营业务，在高铁及轨道

交通领域积极寻找与公司存在产业战略协

同、优势互补的优质投资标的，通过参股投

资、并购等方式为公司储备项目，积极推动

公司业务升级及战略布局。

实现升级重要途径

并非所有上市公司参与设立产业基金

都能一帆风顺，有的上市公司产业基金项目

“戛然而止” ，近期就有来伊份、东箭科技、

吉峰科技等公司的产业基金事项因行业波

动等原因被终止。

查阅相关公告发现，来伊份于去年5月

宣布， 与其他合伙人共同投资消费产业基

金，该基金将投资布局食品饮料、调味品及

新零售等消费产业相关领域的境内外优质

或高成长企业。 不过，公司以“宏观经济环

境及行业竞争态势发生变化” 为由于今年8

月底终止该投资事项。

东箭科技则表示，鉴于合作各方在合作

理念、投资方向等方面出现较大分歧，导致

产业投资基金事项一直未有实质性进展，决

定取消设立该产业投资基金。

业内人士表示， 参与设立产业基金，是

上市公司实现升级的一个重要途径，其中对

于合作方的选择以及投资的产业、标的筛选

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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