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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立实业成交创天量 华泰证券平台游资大笔出货 
 

证券时报记者 唐强 

 

恒立实业继续暴涨之旅， 在 15 

个交易日开出 13 个涨停板、区间涨

幅接近 300%之后，该股昨日早盘高

开后迅速下挫，  一度跌幅近 9%，但

随后又被资金拉起，   收盘仍上涨 

2.51%。  全天振幅达 16.63%，换手率 

31.7%，  单日成交金额高达 12.82 亿

元，而恒立实业总市值为 41.7 亿元。

无论是成交量，还是成交金额，均创

上市以来新高。 

由于持续暴涨， 恒立实业股价

脱离基本面， 市盈率超过 2800 倍， 

公司多次提升交易风险的同时，交

易所也特别点名恒立实业存在明显

的二级市场炒作风险， 并被列入重

点监控对象。 

从昨日交易数据来看， 各地游

资依然大胆抢筹， 而潜伏多日的华

泰证券深圳荣超商务中心席位却乘

机清仓出货逾 8000 万元。 

遭深交所重点监控 

11 月 13 日晚间，  深交所新闻 

发言人就近期市场关心的问题，回 

答了记者的提问。 

上述发言人明确提到， 近期

恒立实业、*ST 长生等股票交易

异常，累计涨幅较大，股价已严重

背离公司基本面。对此，深交所密

切关注，重点监控，逐日核查，并

发出关注函件， 督促相关公司强

化风险揭示。 

恒立实业自 2018 年 10 月 

19  日正式迎来暴涨之旅，随后便 

开启了涨停表演，该股在最近 15 

个交易日内取得 13 个涨停板“神

迹”，区间涨幅近 3 倍。 

证券时报·e 公司记者注意

到，截至目前，恒立实业股票已连

续 5 次触及交易异常波动的标

准。  依照《股票上市规则》的相关

规定， 深交所督促恒立实业董事

会进行全面核查， 并揭示股价异

动存在的相关风险。 

公告显示，2018 年 前 三季

度，  恒立实业扣非后净利润为亏

损 515.36 万元，近期经营状况暂 

未有明显改善。 11 月 13 日晚间，

恒立实业也发布异动公告称，公

司股票近期累积涨幅巨大， 换手

率较高，股价已经背离基本面。 

深交所新闻发言人表示， 恒立

实业存在明显的二级市场炒作风险。

从交易情况看，近期，恒立实业、 

*ST 长生连续上涨期间交易以个人

投资者为主，投机炒作特征明显。其

中，   个人投资者买入占比均超过 

97%，卖出占比也在 90%以上。 游资

大户群体性炒作，中小散户跟风，交

易居前账户持股时间短， 平均 1~2 

天，短线交易特征明显。 

鉴于上述情况， 深交所已对恒

立实业及 *ST 长生股票异动情况

予以实时重点监控， 密切关注公司

舆情动态，及时核查股票交易情况， 

警示投资者提高风险意识， 理性参

与市场交易。 

华泰证券 

深圳游资大笔出货 

虽然一再提示风险，   但并没有 

阻挡游资对恒立实业的炒作热潮。 

11 月 14 日早盘集合竞价阶段，恒

立实业还曾一度被资金封上涨停板。

几经博弈，当日恒立实业高开逾 

6 个百分点， 以 10.18 元/股的价格

开盘。 

记者注意到，9 点 30 分开盘交

易的第一分钟内，有一笔 2077 万元

的大单买进恒立实业 205 万股。 从

盘面来看，  恒立实业仅仅在高位维

持了 7 分钟时间， 其股价便掉头急

转直下，从 10.3 元跳水跌至 9.2 元/ 

股。 此后，恒立实业继续大幅下挫，

盘中一度跌近 9 个百分点。10 点 31 

分，恒立实业得到小股资金力挺，股

价逐渐拉升，收盘上涨 2.51%。 虽然

股价收盘仍上涨，  但结束了连续涨

停的步伐。 

证券时报·e 公司记者注意到， 

恒立实业昨日 1.35 亿股成交量创

下 历 史 新 高 ， 成 交 总 金 额 高 达 

12.82 亿元，也是上市以来单日最高。 

龙虎榜数据显示，恒立实业买

卖双方均为游资席位，卖方抛售力

度明显更大。 买入方面，银河证券

上海黄浦江马当路营业部买入 

1831 万元， 居恒立实业买入首席； 

此外，西藏东方财富证券旗下拉萨

团结路第二营业部和昆明南屏街营

业部联手买入 2575 万元； 民生证

券成都航空路营业部和财富证券杭

州庆春路营业部也分别买进逾千万元。 

反观卖方阵营，手握筹码数个

交易日的华泰证券深圳益田路荣超

商务中心营业部终于出手，该游资

席位大幅抛售 8598 万元， 远超买

入前五席合计吃进的 6435 万元； 

中天证券台州市府大道、国泰君安上

海江苏路、东兴证券泉州丰泽街等

营业部合计卖出 7814 万元；西藏东

方财富证券拉萨团结路第二营业部

在买进同时，反手卖出 

1064 万元。 

在本轮炒作中， 证券时报·e 公

司记者注意到， 华泰证券深圳益田

路荣超商务中心营业部曾于 11 月 5 

日~6 日首次买进恒立实业 3826 万

元，11 月 7 日~8 日再度买进 2106

万元， 两次累计买入该股 5932 万

元。 11 月 5 日~8 日期间，恒立实业 

加权平均股价为 6.88 元/股，以此计

算， 华泰证券深圳荣超商务中心游

资持股量约 862 万股。 

昨日， 该股加权平均价为 9.51 

元/股，上述华泰证券深圳游资持股

金额约为 8198 万元，和此前买入

以及昨日出货量较为吻合， 这意味

着该游资席位很可能已经清仓出货， 

炒作收益较高。 

钴价上涨昙花一现

供给过剩跌势延续 

证券时报记者 赵黎昀 

 

因近日行业国际巨头嘉能可 KCC 宣布暂停销

售，国内钴价一度两日大涨 5000 元/吨，相关上市公

司股价集体上行。 不过，这一利好影响昙花一现。 证

券时报·e 公司记者采访了解到， 由于市场供大于

求，如今钴价已快速回吐前期涨幅，部分实际成交价

格跌至 40 万元/吨以下，年内最大跌幅已近 40%，市

场阴跌趋势或延续。 

涨势昙花一现 

11 月 6 日，嘉能可旗下 Katanga 宣布，嘉能可在

刚果的子公司KatangaMinin 在其矿石中发现高浓度

铀后，暂时停止其 Kamoto 项目的钴矿出口，直至另

行通知为止。 

“这一暂停销售将持续至 2019 年二季度，预计

钴供应将减少 1 万吨以上。 嘉能可作为全球最大的

钴供应商，其暂停钴矿销售，将对钴市供给产生重大

影响，这对钴价上涨形成利好。  ”生意社分析师白家

新称，数据监测显示，上周钴价总体上涨。截至 11 月 

9 日， 钴市报价 43.14 万元/吨， 较 11 月 5 日上涨 

5000 元/吨，涨幅 1.17%。 

一向对价格反应敏感的钴概念股， 受此消息影

响也出现久违的全线大涨。 11 月 7 日，寒锐钴业等 
多只行业个股触及涨停。 

国际油价跌势凶猛 航空股受益化工股受损 不过，这种利好并未持续。白家新称，本周国内钴价

已累计跌超 1 万/吨。 目前市场报价虽仍在每吨 40 

 

 
 

证券时报记者 朱雪莲 赵黎昀 

 

国际油价 10 月初曾屡创新高， 

布油曾一度上冲至 85 美元甚至更

高， 就在投资者憧憬油价即将过百

之际，价格便迅速掉头向下，6 周时

间跌幅高达 27%，  近期更是 12 个

交易日连续下跌，创下 34 年以来最

长连跌纪录，可谓跌势凶猛。 

油价重挫 

拖累相关品种 

截至昨晚记者发稿，美国 WTI 

主力原油期货价格有所反弹，在 56 

美元上方震荡。 此前一个交易日， 

WTI 原油价格单日暴跌 7.74%，录

得逾三年最大单日跌幅。 布伦特原

油期货价格和 WTI 原油期货价格

走势类似。 

受原油价格暴跌的拖累， 昨日

国内原油期货合约全线跌停，  与原

油价格紧密相关的沥青期货合约以

及燃油期货主要合约也都跌停。  此

外，  原油价格暴跌几乎波及到所有

相关的商品以及 A 股相关板块，尤

其是原油产业链上的化工商品以及 

A 股油气板块。 

A 股市场上， 油气产业链个股

均大幅低开。截至昨日收盘，油气板

块中，两桶油中国石油、中国石化跌

幅在 3%左右，盘中跌幅更大。 中海

油服、海油工程跌幅超过 4%，杰瑞

股份跌停。  中国石油股价调整的步

伐基本与国家原油价格相似，自 10 

月初开始逐级向下调整，  只是跌幅

相对较小。 

 

 

市场担心“油满为患” 

近期油价大幅下挫的主要因

素来自供给端。  一方面，美国对伊

朗制裁边际放宽，豁免 8 个国家和 

地区 180 天内可继续购买伊朗原

油，供给紧张态势短期缓解；另一

方面，  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产油

国，因产量居高不下和消费需求季

节性回落，原油库存连涨多周。 

“10 月份，市场一度认为美国

对全球第三大产油国伊朗的制裁

将严重影响原油的供应状况，预言

美油将站上 100 美元高位。但事实

上，美国对伊朗的制裁来得并没有

如预想猛烈。” 中国大宗商品发展

研究中心秘书长刘心田接受证券

时报·e 公司记者采访时表示，周

二国际油价大跌的导火索，是美国

总统特朗普对沙特挺价言论提出

质疑，重创了市场信心。 

刘心田称，目前新能源汽车的

比重在不断增加，  以中国来看，汽

油、   柴油的消费拐点最早会在 

2020 年出现， 全球来看这个拐点

也会出现在未来 5 年内。从供给端

来看，近年来全球原油的开采能力

并没有大幅下滑， 即便伊朗制裁，

市场原油供给也处于平衡状态，不

存在短缺问题。国际能源署此前预

测，从 2018 年到 2050 年，全球油

品需求仅有个位数增长，也反映出

对原油需求的长期利空。所以近期

原油的下跌透露出市场远期忧虑。

但他同时认为，市场也不必过于悲

观。 原油属于刚需，大跌之后必有 

 

 

大涨。且近些年全球通胀因素不容忽

视，  与过去 10 年相比通胀率达到 

50%~100%。考虑到通胀因素，现在原 

油的 55 美元，实际相当于 10 年前不 

足 40 美元。 

顶点财经首席宏观分析师徐阳

则认为， 周二油价暴跌不能完全怪

特朗普，   晚间欧佩克月报再次下调 

2019 年原油需求增长预期，并对明

年油市供应过剩提出警告，  这给了

多头不小的打击。  如果明年油市供

应过剩，  而在特朗普施压下欧佩克

不敢减产，按目前的产量，明年全球

油市可能会“油满为患”了。 

卓创资讯分析师李嘉玮也强 

调：“目前市场需关注 12 月 6 日的 

OPEC 政策会议， 届时可能会作出

具体的减产决定， 但油价现阶段恐

难有实质性的利好提振， 油价短期

将继续下跌。 ”在他看来，技术上国

际原油价格日线级别、   周线级别 

MACD 均呈现下行趋势， 月线级别

上升趋势即将结束，  油价跌穿下行

通道后，走势异常疲软，中期看跌趋

势不变。 然而需要注意的是 KD 以

及 RSI 指标均跌至超卖水平， 甚至

比 2016 年初油价跌破 30 美元时的

超卖程度还高，  这可能预示油价将

超跌后反弹。 

航空受益 化工受损 

石油作为大宗商品之王，   价格 

波动通过产业链牵动着诸多行业。 

就宏观经济而言， 中国是原油

进口大国，随着原油价格持续下滑， 

国内成品油定价也会随之连跌，输 

 

 

 

 

 

 

 

 

 

 

 

 

 

 

 

 

 

 

入性通胀压力减小， 在一定程度上

有利于经济。 

具体到行业，交通运输将明显受

益，特别是航空公司，因原油在其成

本占比较大，油价下降将直接减少成

本，再加上部分热门航线票价提升等

利好，有望增加民航企业收入。 

直接受损行业包括石油开采行

业以及油服与油气设备等。不过，目

前仍然维持乐观的分析师不少，如

中信建投证券认为，  油服作为后周

期行业，并不受短期油价调整影响， 

维持对油服行业 3 年以上景气向上

的判断，  相关公司股价调整将提供

良好的投资机会。 

油价下行也会给化工板块带来

冲击。受需求不振影响，化工公司三 

 

 

 

 

 

 

 

 

 

 

 

 

 

 

 

 

 

 

季报业绩环比上半年普遍回落，叠加

油价持续回调， 四季度部分板块业

绩将持续承压。 

刘心田表示， 原油作为化工品

的基准产品， 价格下滑必将带来下

游商品的下跌。 同时，在需求端，今

年下半年以来， 无论是汽车消费还

是房地产消费，都出现明显下滑，汽

车行业下滑超过两位数， 这对于化

工行业影响也是非常大的。 

对于油气板块，招商证券建议， 

在当前动荡的油价环境下， 投资者

关注四条主线：一是低估值、高股息

率的一体化油气公司； 二是价格传

导弹性兼具成长的民营大炼化标的； 

三是油气上游业绩释放； 四是 

PDH 类气头原料套利。 

多万元，但实际成交价早已跌至 40 万元/吨以下。 

“矿石中发现放射性元素的时间十年前就曾出

现过，且嘉能可此前也有过虚报停产的情况，所以市

场对于本次停产的消息依然持怀疑态度。”CBC 有色

网分析师潘超称。 

对于近日钴价昙花一现的涨势，白家新也表示， 

此番嘉能可停售总体影响钴的供应量在  1000  多吨， 

从现在开始至 2019 年二季度，分配到各个月份的实

际减少量并不算多。 所以市场认为次消息短期内有利

好，但实际影响不太大。 

市场供大于求 

钴整体供大于求的市场环境，    是导致涨价未能 

持续的根本因素。 

“数据显示，钴市场明年会有较多增量，而今年

进入 11 月份后， 新能源汽车行业或难有新的订单

增量，市场需求也慢慢减弱。”潘超介绍，钴的下游需

求主要是 3C 消费电池，但今年 3C 消费电池的市场

疲软，手机出货量出现了一定下滑。目前电动车对钴

的需求依然占比较小，仅约 11%，所以对整体钴行业

拉动效果不大。 

需求不振的同时，市场供给却逐步增强。  潘超表

示，未来几年，刚果金钴矿将逐步放量，2018 年合计

供给为 3.67 万吨，到 2019 年将达到 7.6 万吨，而到了 

2022 年预计将达到 10.64 万吨。2020 年，嘉能可KCC 

项目和欧亚资源的RTR 项目也都将新增大量产能。

白家新也表示，本次钴价涨幅难以为继，主要还 

是市场对于供应过剩的担忧导致。 每个月的 12 号左

右是企业集中提交电子仓单的时间。因此近期电子盘

库存大量增加，原先积压的库存出现集中上市情况。 

“9 月份国内新能源汽车单月产销达到历史最

高，新能源汽车需求上涨，但  3C 产品销量今年出现

下滑。”在需求方面，白家新表示，钴下游最多用的还

是 3C 产品，占比到 60%以上。 随着新能源汽车销量

增长，2017 年和 2018 年一季度钴价格飞速上行，市

场对钴预期过高，导致了如今预期不达目标，市场压

货集中抛售的情况。 

白家新称，此前国内钴价都是跟随国际钴价走， 

但是目前国内钴价远低于国际钴价。 9 月份国际市

场上钴涨了好几次价，但国内一直在跌。目前海外和

国内电钴价差逐步拉大至 20 万/吨， 国内钴盐市场

弱势运行，供需过剩明显。 

稳定分红+股息率高企 纺织服装股吸引力增加 
跌势仍将持续 

2018 年 4 月初， 钴金属市场报价达 66.4 万元/ 

吨，不过此后钴价开始走跌，如今已跌去近 40%。 

“从目前市场情况来看，预计钴市后期依然存在 

证券时报记者 毛军 

 

周三， 沪深两市低开低走，权

重股领跌， 题材股活跃度下降，成

交量略微萎缩。  截至收盘，沪指跌 

0.85%，深成指跌 0.69%，创业板指

跌 0.45%。盘面上，创投概念股依旧

表现强势，民丰特纸、市北高新连续 

8 个交易日涨停，但涨停个股家数有

所减少，只有 8 股涨停，为 11 月 5 

日以来最低。 除创投概念外， 市场

总体表现为板块轮动，连续性较差。 

昨日，纺织服装板块走强，步森股份、

欣龙控股、贵人鸟等 4 股涨停，汇

洁股份、龙头股份等涨幅居前。 

纺织 服 装板 块 走 强一 方 面得

益 于 双 十 一 销 售 数 据 表 现 良 好 。   

根 

据星图数据统计，森马服饰双十

一电商全渠道业绩达到  11.42 

亿元，增长 38.9%。开润股份旗下

自主品牌“90 分”双十一全网箱

包累计销售量超过 40 万个，  销

售额突破 1 亿元。 波司登羽绒服

双 

11 天猫销量超过 4.2 亿元，同比

上升 80%，电商全渠道销售额突

破 5.6 亿元， 同时当天线下销量

超亿元，双双创历史纪录。 此外

拉夏贝尔、安正时尚、太平鸟等

公司 品牌 双十 一销 售也 取得 快

速增长。 

另一方面， 自今年 4 月以来

人民币持续贬值，  最高累计贬值

超过 10%。 棉纺出口占比高的企

业因为汇兑收益的增加而优先从

人民币贬值中受益，  在汇兑收益 

增加的同时， 企业盈利情况会进一

步得到改善， 推动纺织行业景气度

上升。 2018 年三季度纺织服装板块

单季营收增速为 4%，  增速环比降

低 4.5%；但净利润增速为 6.6%，增

速环比提高 0.6%。 其中纺织制造子

板块营收增速为 9.9%，增速环比降

低 1.4%； 净利润增速为 19.3%，增

速环比大幅提高 10.3%。 

经过前期连续下跌，纺织服装

板块已降到历史低位。 截至 14 日

收盘，纺织服装行业整体市盈率为 

19.72 倍， 其中纺织制造为 16.54 

倍，服装家纺为 22.91 倍。而且纺织

服装行业是最爱现金分红的行业

之一。 据 Wind 数据统计，纺织服板

块 2015 至 2017 年现金分红总量

逐渐增 加 ， 分别为 62.76 亿 元 、 

86.03 亿元、119.67 亿元，占各年净 

利润比例亦逐年增加， 分别达 

36.5%、45.8%、57.7%。 可以看到纺

服板块上市公司分红力度越来越大，

分红意识越来越强。 在大盘持续下

行时，高股息率标的往往具备更强

吸引力。 

以 14 日收盘价计算，股息率最

高的是华孚时尚，高达 8.94%。 九牧

王股息率 7.63%紧随其后。 股息率

超过一年期银行利率（2.25%）的公

司还有海澜之家（5.89%）、鲁泰 A 
（5.14%）、安正时尚（4.17%）等。 

纺织服装上市公司不但分红大

方， 在回购股份稳定股价方面也表

现积极。仅 11 月内就有数家上市公

司公告将回购公司股份。 华孚时尚

拟回购公司股份， 回购资金总额 3 

亿元~6 亿元， 回购不超过 10 元/股

的条件下， 预计可回购 3000 万股~ 

6000 万股。 棒杰股份拟通过集中竞 

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使用资金 0.5 

亿元~1 亿元，回购价格不超过 5 元/ 

股， 按回购总金额上限和回购价格

上限进行测算， 预计可回购股份数

量约 2000 万股 ，  约占 总 股本的 

4.34%。 11 月公告回购的公司还有 

华斯股份、梦洁股份等。 

长城证券表示，当前贸易摩擦对

纺织服装行业影响较为有限， 且行

业龙头通过在东南亚布局产能， 可

转移部分出口订单， 并有效控制生

产成本， 行业龙头有望实现集中度

持续提升， 看好持续投入海外产能

的纺织制造行业龙头企业。 

下跌空间，电解钴或跌至最低 30 万元/吨，而硫酸钴

最低会达到 7 万元/吨的水平。 ”潘超表示，供给方

面，全球铜钴供应商欧亚资源集团位于刚果（金）的

Metalkol RTR 铜钴项目预计明年满产运行， 所产的

铜、钴矿大多将销往中国市场。欧亚资源的钴矿项目

满产运行，增加了钴市供给，缓解了嘉能可暂停销售

对钴市短缺造成的影响，对钴价产生利空影响。而需

求方面，预计明年新能源汽车补贴或大幅下调，技术

标准将更高。 2019 年新能源乘用车方面向长续航、

高能量密度电池的高性能新能源汽车倾斜，  补贴下

降幅度远大于 2018 年， 新补贴政策预计将于今年 

12 月份出台，这也将影响钴的需求量。 

“今年钴价确实出现了大幅回调，不过全年来看

价格整体还是处于偏高水平， 相关企业今年盈利水平

可以保障。 ”洛阳钼业相关负责人告诉证券时报·e 公

司记者，目前市场确实对远期钴价不看好，未来价格

走势依然要看市场供需， 企业可以做的就是保障自身

生产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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