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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材股上演跌停潮 北上资金杀回马枪抢筹白马股
证券时报记者 于德江
继上周上证指数五连阴之后，
新的一周开始，A 股并未扭转颓势。
昨日上证指数下跌 0.77%， 交易量
亦未见起色。统计显示，昨日跌停个
股的数量超过 330 只， 数量上创出
近期新高。前期强势个股遭遇重挫，
例如东方通信、财通证券等；前期热
门概念板块也纷纷熄火，工业大麻、
燃料电池等大面积跌停。
盘面亦有亮点， 主要是白马股
表现不俗， 北上资金又重新呈现净
买入的状态。 上证 50 涨了 1.61%，
沪深 300 指数涨了 0.28%。 昨日北
上资金净买入 45.33 亿元， 结束了
上周连续 5 日净流出的状态。

跌停个股数量
创近半年新高
上证指数在 4 月 29 日继续下
跌，已经连续 6 个交易日为阴线。最
近 6 个交易日中， 上证指数累计下
跌 6.37%，下跌了 100 多点。
昨日上证 50 涨了 1.61%， 但中
证 1000 指数下跌 3.63%， 市场分化
明显可见一斑。 Wind 数据显示，跌停
个股数量达 336 只，涨停为 31 只。记
者统计发现，这一跌停个股数量创下
了近半年的新高。 上次超过这一跌停
数量的交易日是 2018 年 10 月 11
日，跌停个股接近 1000 只。
梳理盘面可知，前期强势个股、
热门概念板块昨日下挫较为惨烈，
例如东方通信、 财通证券、 中信建
投、岷江水电、顺灏股份、大智慧、网
宿科技等明星股均纷纷跌停。
其中，大智慧一字跌停。公司公
告， 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张长虹
因 2016 年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 《
行 政 处 罚 决 定 书 》（
[2016]88
号）涉及事项涉嫌违规披露、不披露
重要信息罪被公安机关拘留， 接受

调查。大智慧去年业绩不佳，净利润
下滑 72%。 今年一季度，在市场行
情明显复苏的情况下， 大智慧亏损
681 万元。
5G、证券、工业大麻、燃料电池
板块整体跌幅超过了 3%。 5G 板块
中，包括东方通信在内，华星创业、
世纪鼎利、通光线缆、跃岭股份、南
京熊猫等 30 余只个股跌停；证券板
块中，哈投股份、华创阳安、财通证
券、国盛金控、中信建投跌停，南京
证券、东吴证券、东方财富等多只个
股跌幅超过 8%；工业大麻板块中，
顺灏股份、康恩贝、华仁药业等 11
只个股跌停；燃料电池板块中，合康
新能、美都能源、江特电机等近 20
只个股跌停。
上述提及的个股及板块，均在前
期录得了较大涨幅。 例如东方通信，
曾短期内成为 10 倍股，在其带领下，
5G 概念获得市场追捧， 多只个股涨
幅巨大。 又如工业大麻板块，顺灏股
份前期在 70 个交易日中上涨了近 5
倍，引得相当数量的公司争相“
蹭”工
业大麻的概念，使这样一个小众的行
业吸引无数市场目光。
值得一提的个股还有兴齐眼
药， 该股此前 13 个交易日 12 次涨
停，昨日闪崩跌停。 4 月 26 日晚间，
兴齐眼药公告， 公司董事、 副总经
理、 董事会秘书张少尧拟减持公司
不超 0.15%股份；董事、副总经理高
峨拟减持公司不超 0.3%股份。

北上资金净买入45亿
昨日白马股表现不俗， 成为大
盘中的亮点。 上证 50 涨了 1.61%，
领涨主要指数。 贵州茅台、 中国平
安、格力电器、伊利股份、美的集团、
恒瑞医药等个股的涨幅均超过 2%。
北上资金回来了， 目标仍是白
马股。数据显示，北上资金在上周连
续 5 个交易日净流出。 4 月 29 日，

苏宁易购一季度净利1.36亿元
同比增长22.16%
证券时报记者 臧晓松
4 月 29 日晚间，苏宁易购（
002024）发布 2019
年一季度报告，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 622.42 亿
元， 同比增长 25.44%； 全渠道商品销售规模为
869.26 亿元， 其中线上自营商品销售规模同比增
长 40.87%。 一季度， 苏宁易购实现归母净利润
1.36 亿元，同比增长 22.16%。
在全场景零售布局上， 苏宁易购仍在持续发
力。一季度新开店面 1501 家，截至 3 月底，苏宁易
购合计拥有各类自营及加盟店面达到 12329 家。

线上平台商品交易达541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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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上资金买入 322.37 亿元， 卖出
277.04 亿元， 实现净买入 45.33 亿
元。 获北上资金净买入最多的是美
的集团、恒瑞医药，均超过 5 亿元；
招商银行、 中国平安获净买入超过
3 亿元，海康威视、贵州茅台、万科
A、 五粮液获得的净买入金额也超
过 1 亿元。
另一方面， 也有部分白马股遭

北上资金净卖出，包括格力电器、伊
利股份、中兴通讯、温氏股份等。
白马股的市场表现优秀， 最主
要原因是有业绩作为支撑。 中国平
安 2018 年度净利润突破千亿大关，
增速超过 20%； 贵州茅台 2018 年
净利润达到 352 亿元， 增速达到
30%； 格力电器 2018 年净利润为
262 亿元，增速 17%。

中国平安在 2019 年一季报的业
绩表现更为亮眼，实现净利润 455.17
亿元，同比增长 77.1%。 截至 3 月 31
日， 公司保险资金投资组合规模近
2.88 万亿元，较年初增长 3.2%。 2019
年一季度保险资金投资组合年化净
投资收益率 3.9%； 受资本市场回暖
带动投资收益同比上升的影响，年化
总投资收益率为 5.1%。

垃圾焚烧板块有望迎来戴维斯双击
江韶军 周津宇
在刚过去的一周， 上证综指在
冲击 3300 点未果的情况下走出了
五连阴的走势， 市场炒作的氛围也
出现了一定程度的退潮，昨日，概念
股继续大幅降温， 两市近 300 只个
股跌停。在当下市场的调整中，有哪
些确定性板块被错杀呢？我们认为，
垃圾焚烧板块正在迎来估值和业绩
双驱动。
参考发达国家的普遍情况，我
国的垃圾焚烧处置率最终的稳定水
平 有 望 达 到 60% 以 上 ； 若 达 到
70%， 则对应远期焚烧产能仍有翻
倍空间。 在城市人口密度与中国较
为接近的韩国、日本、德国、英国等
国家，垃圾焚烧+资源回收方式几乎

占据处置规模的 80%， 填埋率均
低于 20%， 其中日本焚烧比例达
77%。 而我国 2017 年城镇生活垃
圾焚烧处理率为 34%， 简单从数
据上看， 我国的垃圾焚烧率似乎
还处于居中水平， 但考虑到统计
口径的影响以及未来城镇化的大
趋势， 我国垃圾焚烧市场潜力被
低估。
从我国城镇化大趋势来看，
行业新增焚烧需求主要来自城市
化进程以及原有城市环卫服务开
始覆盖乡镇而收集面积增大，带
动三四线城市新建项目以及原有
项目的扩建需求。 新建项目向三
四线城市拓展趋势较明显， 我国
有垃圾焚烧厂的城市个数由
2011 年的 64 个增加到 2018 年

的 178 个；52%的已投运项目已经
或正在扩建， 在已投运的 362 个项
目中， 其中 175 个为单体项目，187
个已经或正在二期及三期扩建。 另
外根据“
十三五”规划，我们测算出
2020 年我国城镇生活垃圾焚烧处
理率将达 56%。
我们对全国在运营的生活垃圾
焚烧项目进行了全面的梳理， 数据
证明了我们对于垃圾焚烧行业的判
断： 国内垃圾焚烧产能正在加速释
放。 截至 2018 年上半年，全国已投
运垃圾焚烧项目合计 37.8 万吨/日，
2017 年全国垃圾焚烧投产产能增
速达 27%。 垃圾焚烧在我国经历三
十年发展， 存量项目高产能基数之
下仍有高增长， 表明垃圾焚烧项目
落地进入又一个高峰期。自 2017 年

以来，新项目投放速度显著加快，每
年新增垃圾焚烧项目投产量由
2011-2016 年年均 3 万吨/日左右提
升到 2017 年当年新增产能投放 7.5
万吨/日，2018 上半年已新增投运约
3 万吨，预计 2018 全年新增产能有
望接近 2017 年新增产能水平，焚烧
能力高速扩张趋势持续。
垃圾焚烧行业产能的加速释放
也体现在新增中标项目规模加速释
放。 我们对全行业 2015-2018 年的
新增中标项目进行了全面统计，通
过梳理上市公司公告、 招标项目的
中标公示等信息， 确认了垃圾焚烧
产能加速释放的趋势。 根据我们的
不完全统计，2015 年垃圾焚烧行业
新增中标项目的产能规模约为 4.4
万吨/日， 但是 2016 年、2017 年和

2018 年新增的中标项目产能规模分
别为 6.8 万吨/日、7.7 万吨/日和 9.4 万
吨/日，行业产能加速释放趋势明显。
2015-2018 年行业新 增 订 单 加
速释放，以及新增订单向龙头集中。
这意味着未来三年， 垃圾焚烧行业
将迎来新产能的投放高峰期， 同时
也是垃圾焚烧龙头公司产能加速释
放和业绩加速增长的坚实基础。 从
市场表现来看， 从春节到现在环保
板块也有所反弹， 但本轮估值提升
幅度较小，估值仍处于历史底部，垃
圾焚烧作为环保板块的高成长子板
块仍处于价值洼地， 建议关注项目
多位于珠三角和长三角， 产能释放
加速、 盈利能力在改善的垃圾焚烧
板块的龙头公司。
（作者单位：国泰君安证券）

2019 年一季度， 在市场景气度较弱的情况
下，苏宁易购线上、线下业务依然保持较快增长。
一季报显示，截至 2019 年 3 月 31 日，公司合
计拥有各类自营店面 9758 家，各类加盟店面 2571
家。其中，苏宁红孩子母婴专业店经营逐步成熟，报
告期内可比门店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5.70%。
而在线上，苏宁易购销售规模增长速度也明显
快于行业平均水平。 2019 年一季度，苏宁易购线上
平 台 商 品 交 易 规 模 为 541.24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36.09%，其中自营商品销售规模 379.09 亿元，同比
增长 40.87%，开放平台商品交易规模 162.15 亿元。
一季度，公司成立家电、消费电子、快消、时尚
百货、国际五大商品集团，推进商品经营精细化运
作。 苏宁易购进一步加强 3C、家电等优势品类的
对外赋能能力，同时加快快消、生鲜、百货等类目
的供应链整合和拓展。
苏宁易购全品类经营战略效果凸显。 在 3C、
大家电方面，苏宁易购紧抓消费升级，强化数据
应用能力，发展 C2B 业务，自主产品上新较快。
大快消类目方面，苏宁通过集中采购、产地直采、
供应商战略合作，借助线下门店规模布局，实现
双线联动发展。 同期，苏宁易购通过收购万达百
货 37 家门店， 进一步优化线上线下百货供应链
管理。

技术创新持续高投入
一季度，苏宁继续加大在物流、金融、科技等
核心能力建设方面的投入， 为未来新十年发展奠
定坚实基础。
物流基础设施方面， 截至 2019 年 3 月末，苏
宁物流及天天快递仓储及相关配套总面积为 964
万平方米，快递网点 26700 个，物流网络覆盖全国
351 个地级城市、2849 个区县城市。苏宁物流配送
“
半日达”、“
次日达”、“
准时达”等时效产品覆盖范
围持续增加，同时依托公司门店布局，推进苏宁邮
局、即时配服务。此外，苏宁加快商品中心仓、前置
仓开设，进一步搭建中心仓、前置仓、门店仓全方
位仓储体系。
一季度， 苏宁金融聚焦供应链金融、 微商金
融、消费金融、支付和财富管理及金融科技输出等
核心业务发展。报告期内，消费金融业务投放额同
比增长 229.66%， 供应链金融业务投放额同比增
长 78.01%。 苏宁金融荣获“
毕马威中国 2018 领先
金融科技 50 企业”，苏宁易付宝通过“
国家高新技
术企业”认证。
苏宁易购在研发方面保持高投入， 一季度研
发费用同比增长 81.79%。 技术创新的持续高投
入，带来了苏宁智慧零售运营效率的全方位提升。
2019 年年初，苏宁科技集团正式成立，并于 1 月
份首次推出“
智慧零售大脑”，实现了对整个产业
链中的消费者家庭、零售服务供应商、渠道商、生
产商等各个环节的赋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