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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兴通讯事件落地 互通资金单日净卖出额创纪录
证券时报记者 阮润生
在中兴事件落地的背景下，6
月 13 日半导体板块早盘集体冲高，
A 股捷捷微电涨停， 港股中芯国际
和华虹半导体双双大幅上扬。不过，
互通资金态度谨慎， 港股通标的中
芯国际、 中兴通讯均被南下资金净
卖出，单日成交金额均创最高纪录。

中兴通讯
单日净卖出创纪录
中兴通讯已与美国方面达成新
的和解协议，并将进行董事会选举。
6 月 13 日复牌后，中兴通讯 A 股封
死跌停，成交金额 4074 万元。 龙虎
榜显示，机构席位成为卖出主力，前
五大卖出席位中，机构有 3 家，合计
净卖出 1631.8 万元。 另外，还有两
家机构席位买入， 不过合计买入金
额仅为 239 万元。
中兴通讯 H 股昨日重挫 41.56%，
报收 14.96 港元/股， 总成交额近 36
亿港元。 当天中兴通讯 H 股也登榜
港股通前十大成交活跃股， 遭南下
资金净卖出 3.27 亿港元，创该股单
日净卖出最高纪录。
同日，中兴通讯 A 股并未现身
深股通前十大成交活跃股。 港交所
披露显示，截至停牌前，深股通持有
中兴通讯 A 股约 0.51%， 其中花旗

银行、 上海汇丰银行等持股数量较
大；如不计减持，昨日深股通持仓市
值蒸发约 5583 万元。
中信证券最新研报显示， 预计
中 兴 通 讯 A 股 合 理 股 价 为 20.34
元， 相比于停牌前股价 31.31 元下
跌约 35%。 如今，中兴事件告一段
落，预计国家将加大对上游芯片、关
键元器件的扶持力度， 产业界也明
显开始强调自主可控， 行业确定性
提升，给出中性偏乐观的预计。

坑口煤价涨势依然明显
动力煤主力合约创新高
证券时报记者 赵黎昀
虽然近日南方多地大雨使得气温下降，
社会用电量有所减弱， 但动力煤市场整体仍
维持偏强的价格走势。近日，国内几大煤炭集
团联手发声将长协煤价控制在 600 元/吨以
内。 市场更有传言，为稳定煤炭市场价格，进
口煤限制或将进一步放开。

半导体板块交易活跃
从两地市场反应来看， 昨日 A
股和港股半导体板块成交活跃，早
盘 A 股捷捷微电冲高涨停，兆易创
新、士兰微涨幅领先；港股半导体走
势更为强劲， 华虹半导体收涨
10.45%，中芯国际也上涨 4.64%。
不过，互通资金相对谨慎，趁高
出货，净卖出了中芯国际 3.83 亿港
元， 同样创下该股单日最高净卖出
纪录。 不过，沪市、深市南下资金采
取了相反操作， 分别进行净卖出和
净买入。
整体来看，A 股、H 股两地市场
整体走弱， 互联互通市场成交活跃
度有所下降。
具 体 来 看 ，6 月 13 日 ， 借 助
沪、 深股通北上的资金净买入合
计 14.16 亿元， 金额环比下降，成

动力煤期价创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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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总额也连续 4 个交易日下降。
资金持续集中流入家电、 白酒等
大消费龙头， 美的集团、 格力电
器、五粮液、洋河股份等净买入力

度居前。
相比之下，南下资金净卖出约 5
亿港元。 不过， 成交活跃度有所提
升， 成交总额连续 3 个交易日环比

增加，石药集团、高鑫零售、中国恒
大等港股通标的获净买入超过 1 亿
港元， 而腾讯控股连续 6 个交易日
遭净卖出。

工业富联开板成交158亿 机构席位集体抛售
证券时报记者 王小伟
连续收出三个一字涨停板后，
独角兽工业富联（
601138）昨日未能
继续封板。
6 月 13 日， 工业富联高开约
2%后大幅震荡，当日公司股票换手
率高达 56.64%，158.1 亿元的日成
交额占到沪市全天 1559 亿元成交
额的 10%； 资金剧烈博弈之下，机
构资金争相获利套现， 成为卖出的
绝对主力。

市值突破5000亿
13日早盘，工业富联股票集合
竞价成交价格仅为 24.55 元。 开盘
之后，多空资金立即陷入空前激烈
的博弈之中，买卖盘主力均现大手

笔厮杀。 其中，首笔卖单的成交价
格仅为 24.50 元，且前 16 笔买卖盘
成交中， 均为超过 1 万手的大单，
显示不仅中签卖出者试图瞬间套
现，而且看多买入者也同样乐于大
手笔接盘。
午后， 工业富联股票出现快速
发力拉升，但收盘仍未能封板，报于
25.72 元，涨幅为 7.21%。 截至昨日，
公司总市值达 5065.63 亿元， 暂时
站上 5000 亿大关。
工业富联动态市盈率约为 47.7
倍，静态市盈率则为 31.9 倍。 根据
Wind 统计数据， 截至 6 月 13 日收
盘 ，A 股 通 讯 设 备 板 块 市 盈 率
（
TTM）为 58.17 倍，市净率（
LF）为
3.13。 这意味着，工业富联目前的动
态市盈率仍然低于行业平均水平。
截至目前，工业富联连续涨停

数量， 在所有独角兽类个股中最
少。 以药明康德为例，公司 A 股上
市后直接连续收出 16 个涨停板才
开板；宁德时代上市至今仅有三个
交易日，目前尚没有打开一字涨停
的迹象。
股票连续涨停个数不及预期，
也使中签资金收益率骤降。 截至目
前， 打新收益一签获利规模为万元
左右。
此前也有不少新股上市没几
天就打开涨停板的， 无论是 2017
年的上海环境， 还是 2018 年的养
元饮品、华宝股份，上市之后出现
一字涨停板的天数都只有一天，此
后股价表现则出现分化。 根据
Wind 统计数据，2017 年下半年以
来，截至目前，与工业富联一样出
现 3 天连续一字涨停板的股票数

量有 15 只。

机构集体出逃
多空激烈博弈之下， 工业富联昨
日换手率达 56.64%。 与此同时，成交
量巨大，全天成交 158.10 亿元，占到
整个沪市成交金额的 10.14%。
龙虎榜数据显示， 昨日工业富联
卖出金额最大的前 5 名营业部均为机
构专用席位， 卖出金额分别为 1.8 亿
元、1.7 亿元、1.6 亿元、0.9 亿元和 0.8
亿元， 前 5 名营业部的卖出金额合计
接近 7 亿元， 且这些营业部全部为净
卖出。
虽然机构集体抛售， 但买方也不
甘示弱， 前五大营业部都有超过 1 亿
元的资金接盘。其中，海通证券杭州解
放路营业部买入金额高达 1.8 亿元，

占到了全天总成交的 1.11%， 且全部
为净买入。 此外， 平安证券广西分公
司、 中国国际金融公司上海黄浦区湖
滨路营业部等买入工业富联的资金规
模也都超过 1.2 亿元。
市场分析认为， 倘若按照传统代
工厂进行估值，10 到 20 倍的市盈率
水平较为合理； 但工业富联此次 IPO
募资拟用于工业互联网平台构建、云
计算及高效能运算平台、 高效运算数
据中心、 通信网络及云服务设备等项
目，若真能转型成功，成为真正的“
工
业互联”，则估值出现上浮，也会被市
场及资金认可。 因此，公司的估值，或
将在代工厂与工业互联网转型之间寻
找平衡。
也有人士指出， 部分独角兽市场
溢价的降低并非坏事， 它或许成为市
场资金投资趋于理性的折射。

南下资金狂买阿里健康 5月以来股价暴涨逾一倍
证券时报记者 罗曼
回顾 5 月份， 港股继续维持整
理，并在美元指数走强、新兴市场接
连遭遇股债双杀背景下， 多次跌破
30000 点整数关口。 6 月份已过去近
一半，恒生指数依然未能实现有效突
破，始终在 30000 点附近徘徊。 港股
通方面，阿里健康成为 5 月以来最大
黑马，截至昨日收盘，阿里健康股价
累计涨幅逾 114%。
阿里健康股价在长时间沉寂
后为何突然迎来爆发？ 内在逻辑是
什么？

5月以来股价翻倍
阿里健康自 2014 年借壳上市
以来， 股价在长时间的沉寂后突然
迎来爆发。 6 月 13 日，阿里健康股
价盘中一度涨逾 4%， 触及 8.63 港
元， 刷新近两年新高。 截至当日收
盘，恒生指数下跌 1.22%，阿里健康
涨 2.78%，报价 8.5 港元，全天成交
额为 4.25 亿港元。
如果将 K 线图拉长看，阿里健
康自 5 月份以来就突然进入快速上
涨通道，涨势迅猛，股价累计涨幅达
114%。 同期， 恒生指数则下跌了
0.27%，Wind 恒生医疗保健板块涨
幅为 9.93%， 阿里健康远远跑赢大

盘和同业。
与此同时，Wind 数据显示，港
股通资金于 5 月初开始流入阿里健
康，5 月中旬阿里健康的港股通持
股比例明显提升， 可以看出阿里健
康股价的此波上涨主要来自内地资
金的助推。
Wind 沪深港通专题统计前十
大活跃个股成交明细数据显示，5 月
17 日内地资金买入阿里健康 3.35
亿港元，当天涨幅达到 26.13%，报收
5.6 港元，而在此前的 18 个月中，阿
里健康宛如“
僵尸股”，一直在 4 港
元附近徘徊。
那么内地资金为何南下“
淘宝”
阿里健康？
先来看其最新公布的业绩情
况。 5 月 16 日，阿里健康发布 2018
财年业绩，截至 2018 年 3 月 31 日，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4.43 亿元，同
比增长 414.2%，毛利 6.53 亿元，同
比增长 248.7%。 除了营收和毛利实
现强劲增长之外， 阿里健康在剔除
股权激励费用后的利润达到 800 万
元，这是 2014 年借壳上市以来首次
实现扭亏为盈。
在业绩提振的刺激下， 投资者
情绪高涨。阿里健康 5 月 17 日高开
高走，7 连涨之后， 于 5 月 29 日发
布公告称， 将发行股份收购阿里巴
巴 附 属 公 司 Ali JK Nutritional

Products 全部股权， 总对价相当于
106 亿港元。
据记者了解， 标的公司业务包
括天猫医疗器械及保健用品、 成人
用品、医疗和健康服务等业务。2018
财年 （
截至 2018 年 3 月 31 日），标
的公司商品交易总额已达人民币
205.61 亿元，涉及 8550 万活跃买家
和超过 3300 名入驻商家，包括欧姆
龙、鱼跃、强生、博士伦和杜蕾斯等
品牌。
目前， 阿里健康电商业务板块
包含阿里健康自营、 天猫医药类目
代运营服务以及医药 O2O 一套完
整体系。自从 2016 年 9 月开始代运
营天猫医药类目业务以来，该业务
成为天猫上增速最快的业务板块
之一。 阿里健康 2018 财年业绩报
告显示， 电商平台服务收入达到人
民币 1.71 亿元， 同比实现 324.1%
的增长。
有港股中资券商向记者表示，
此次收购将有利于阿里健康进一步
整合已有的医药电商板块业务，并
将服务拓展到中国医疗健康行业的
更多参与方， 同时也将为阿里健康
带来更可观的电商平台服务收入。

上涨持续性待察
《
乌合之众》的作者勒庞在书中

指出，个人一旦进入群体，他的个性便
湮灭了，而群体行为表现为无异议、情
绪化和低智商。 这在股票市场上更是
适用， 一旦投资群体出现过于情绪化
的行动，往往非理性可以判断，这就意
味着， 最后的结果往往具有很大的随
机性。
阿里健康自 5 月中旬以来不仅自
身股价暴涨， 还带动了同为阿里系的
阿里影业形成一波上涨，并在 5 月 24
日大涨 31.52%， 创下 2015 年 7 月 9
日以来单日最大涨幅， 但在随后股价
就一路走跌。
阿里健康是否会走出跟阿里影
业类似的路径？ 虽然阿里健康发布了
一份喜人的财报， 从其 2018 财年业
绩报告看出，其营收与毛利保持了非
常快的增速，而经调整后的利润首次
为正，这是其近段时间股价上涨的主
要原因。
但是在业绩推动上涨的这个逻
辑中还是有漏洞的：一是阿里健康的
营收能否在接下来保持如此高的增
速，为何去年增速更快股价却没有反
应？ 翻看阿里健康 2017 年财报，发现
其业绩增速也非常迅猛，营收增速高
达 739%， 毛利增速也高达 392%；二
是高增 长 之 下 ， 盈 利 能 力 承 压 ， 其
2018 财 年 的 毛 利 率 由 前 一 年 的
39.4%下降至 26.7%； 三是如果只看
经调整后的利润，或许太过乐观。 如

同巴菲特所说：“
几年前我们就问过
这样的问题， 但始终没有得到答案。
如果期权不算补偿的方式，那么它们
到底是什么？ 如果补偿不算作费用，
那它们到底是什么？ 如果费用不计入
对利润的计算，那它们到底应该放在
哪里？ ”
再来看看刚刚登陆港股的平安好
医生，这几年以颠覆者的形象入局。 平
安好医生营业收入从 2015 年的 2.79
亿元增长到 2017 年度 18.6 亿元，增速
同样迅猛，2015 年至 2017 年公司毛利
率分别为 39.7%、42.2%及 32.8%，其中
健康商城业务由于自营占比提升，导
致该业务毛利率由上年的 18.1%下调
至 11.7%。
阿里健康的医药电商毛利率呢？
虽未公布具体的细节，但阿里健康自
营健康产品销售占总收入的 88%，可
以粗略用阿里健康 26.7%的整体毛利
率作比较，因此阿里健康医药电商产
品的毛利率是高于平安好医生的。 但
由于两者存在竞争关系，为了争夺市
场，阿里健康高毛利率或许会受到很
大压力。 从医药生态布局来看，平安
好医生从健康商城到家庭医生、消费
医疗，健康管理更全面，并还在加大
投入布局。 而阿里健康一旦毛利率下
降，未来利润会大幅增长吗？ 对投资
者来说，市场越是疯狂的时候，越应
该保持冷静。

6 月 13 日，国内期货市场动力煤主力合
约 1809 最高报 652.6 元/吨，再度刷新近年高
点。 2017 年该主力合约最高报价为 639.6 元/
吨，2016 年最高仅为 583.8 元/吨。
不过当日 A 股煤炭板块整体走跌。 截至
收盘，煤炭板块整体下跌 1.34%。 个股中，永
泰能源、红阳能源、*ST 安泰跌幅均超过 3%。
与期货价格一同走高的， 还有国内几大
煤炭产区的坑口报价 （
指在坑口进行交易的
价格，一般不包含除煤价外的费用）。 卓创分
析师荆文娟称，目前坑口价格还在持续上涨，
陕西几家主流大矿的末煤价格已经达到 470
元/吨左右。 不过近日由于受到国家接连调控
政策的影响，港口价格没有出现太大涨幅。目
前港口 5500 大卡动力煤价格在 705 元/吨，
今年 2 月， 港口煤价曾达到 750 元/吨高位，
2017 年港口煤价最高也在 730 元/吨。
中国煤炭资源网数据显示，6 月 8 日最新
一期 CCI5500 综合指数报 573 元/吨， 较 5 月
4 日上调 4 元/吨，涨幅为 0.7%；CCI5500 动力
煤价格报 701 元/吨， 较 5 月同期上调 89 元/
吨，涨幅为 14.5%。 这是该价格自今年 3 月煤
市进入淡季以来首次突破 700 元/吨大关。
“
相比 5 月下旬，目前电厂的煤炭供应紧
张情况有所缓解。 ”荆文娟表示，近日六大电
厂整体采购节奏有所放缓， 日耗已从此前的
逾 70 万吨，下降到 66 万吨上下，可用天数在
19 天左右，需求与去年同期持平，库存整体
却高于去年同期。
她表示，近日受台风天气影响，南方气温
下降，高温天气有所缓解，沿海六大电厂日耗
也随之下降。同时为保障迎峰度夏，国家对煤
价政策调控力度加大，市场观望情绪明显。
一德期货分析师关大利也表示， 目前市
场对煤价后期走势的观点分化明显， 受政策
调控风险影响， 一些前期成本较低的贸易商
已开始积极出货， 但仍有贸易商认为当前坑
口出货缓慢，铁路运力难以保障，看好旺季煤
价，捂煤惜售。

政策调控之声再起
在今年 2 月创出阶段新高后， 国内动力
煤价格一路下滑，4 月初时曾跌破 600 元/吨
大关。4 月底后，动力煤价格又迅速反弹。5 月
中旬， 北方港市场在超预期的需求提振下，
5500大卡动力煤现货平仓价从 590 元/吨左
右快速涨至 660 元-670 元/吨。
5 月下旬以来， 国家发改委已多次发声
表示要稳定煤炭市场， 先后两次召集煤电龙
头企业和部门座谈，出台了系列调控政策，不
过煤价上行的势头依然未有明显缓解。
在此背景下，近日包括国家能源集团、中
煤集团在内的十大煤企联合发声保供稳价。
其中国家能源集团明确表示将外购煤长协价
格控制在黄色区间（
600 元/吨以内）。 而据市
场传出的神华最新通知， 该企业表示年长协
月均兑现不得超过 90%-91%，月长协月均兑
现不得超过 90%。 同时 6 月 1 日至 8 日前靠
泊月长协 5500 大卡吨价 625 元，9 日后靠泊
吨价 594 元，特低灰煤种取消供应。
“
虽然煤价上涨趋势明显，但政策的调控
力度也不能忽视， 这也是当前市场观望情绪
集聚的重要原因。”荆文娟称，今年 2 月时，国
家发改委曾明确对动力煤限价， 对市场价格
涨势形成有效控制。如今夏季用煤高峰临近，
为保障社会用电供应， 限价政策不乏再度出
台的可能。 因此当前对于动力煤后续价格走
势难以判断， 需要重点关注政策面影响和下
游需求变化。
4月下旬国内动力煤价格飞速上涨，一方
面是受旺季临近需求增强的影响， 另一方面
也与 4 月下旬以来海关收紧进口煤政策有
关。近日有市场传言，随着迎峰度夏用煤高峰
的到来，煤炭进口将进一步放开，特别对电厂
用煤予以完全保障。
“
虽然目前市场存在上述说法，近期南方
口岸进口煤通过速度也有缩短， 但有关部门
还未有任何正式的文件出台。 ”关大利表示，
即使国家对进口煤限制放宽， 对国内动力煤
价格短期影响也是有限的， 不会立刻对煤市
形成打压。 “
毕竟进口需要时间，进口煤价格
也会随国内市场需求变化， 而在度夏旺季来
临后，市场需求预计还是很旺盛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