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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华为便车 概念股炒作多路径批量进行 
证券时报记者 严言 

 

尽管今年是华为不平静的一年， 

但资本市场上，贴上华为概念的上市

公司们却“赚”得盆满钵满。  截至 10 

月 18 日， 华为概念指数年内整体涨

幅已高达 65.29%， 远远跑赢大盘及

其他指数， 同期上证综指整体上涨 

17.81%。 

华为概念股持续受追捧的 A 股

大背景下， 众上市公司争先恐后傍华

为，无论是签署了战略框架协议、还是

具体订单合同， 通过各公开渠道发声

与华为合作者络绎不绝，而在这背后， 

一条 “外部发声与华为合作-借助私

募及券商助推股价大涨-游资接力追

涨-股东减持” 的专业炒作路径已悄

然浮出水面。 

借互动平台傍华为 
 

互动易平台作为上市公司与投资

者交流互动的官方平台，在平台上回

复投资者提问既顺理成章又彰显权威。 

主营中高档聚氨酯 合成革复 合

材料的安利股份，其发声载体便为互

动易平台。 9 月 20 日，华为新系列

高端手机 Mate30 国内发布前夕， 一

位名叫“蒙面歌王”的用户在深交所

互动 易 平 台 提 问 公 司 是 不 是 华

为  

Mate30 手机套的供应商，随后公司及

时回应道，   华为当日发布的最新款 

5G 高端 Mate30 系列手机中两色 （丹

霞橙、青山黛）素皮版有使用安利研

发生产的特级高性能生态环保材料。

此番回答后，安利股份 9 月 23 日、24 

日连续收获两个涨停。 

无独有偶。 华为开发者大会前夕

的 8 月 6 日， 诚迈科技在互动易平台

上多次回答投资者称，  公司将会派人

参加华为开发者大会，9 月 6 日，诚迈

科技又在互动易平台回复投资者称， 

华为是公司的业务伙伴。如此发声后， 

国庆节后至今的 10 月 8 日至 18 日， 

诚迈科技股价 9 天收获了 8 涨停，区

间 涨 幅 高 达 126.49% ， 换 手 率 

116.85%， 总市值也从 9 月 30 日的 

28.12 亿元上涨至 10 月 17 日的 63.69 

亿元。 

据悉， 往年华为开发者大会与发

布重要产品期间， 相关概念股亦出现

了一波大涨行情。 但热点不是随意可

以蹭的，在后续监管层的持续问询下， 

安利股份与华为合作真相大白， 首批

订单销售仅 15 万元，公司股价打回原

形，迎来连续两日跌停。诚迈科技也于 

10 月 17 日收到深交所下发的关注

函 ， 直 问 公 司 是 否 存 在 恶 意 炒 作 、

操纵股价等情形 ，  并要求董高监及

直系亲属等向交易所提交 9 月以来买

卖公司 

 

 

 

 

 

 

 

股票的交易明细，20 日诚迈科技回复

深交所关注函表示， 公司未直接参与

鸿蒙系统建设、 未直接参与鸿蒙核心

技术的研发。 

公告披露搭上华为 

除互动平台外， 亦有不少上市公

司直接通过公告或企业官方微信公众

号等主动披露与华为合作情况。 

梦网集团便是以公告发声、  后刺

激股价大涨的典型案例。 10 月 16 日

晚，  梦网集团公告近日下属子公司梦

网科技与华为签署富信和服务号产品

合作协议，  双方将共同推进华为操作

系统生态建设，  包括鸿蒙系统的生态

建设等。公司表示，通过与华为软件合

作，  预计公司云通信用户将实现大规

模增长，  并将对公司以后年度经营业

绩产生积极、正面影响。一纸公告落地

后，10 月 17 日公司股价开盘涨停，收

盘上涨 2.6%，与此同时，10 月 18 日， 

公司股价再大涨近 8%，成交 11.55 亿

元，换手 8.81%。 

与之类似，  三联虹普也通过公告

主动发声搭上华为，  然股价走势却迥

异。 10 月 17 日晚，三联虹普公告，控

股子公司三联虹普数据科技有限公司

于 2019 年 10 月 17 日在北京与华为

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  旨在于化纤及

原材料行业内就打造从端、  边到云的

完整方案与生态。   公司称本协议是战 

 

 

 

 

 

 

 

略合作协议，并非正式合同，具体项目合

作协议尚未签署。  次日，  公司股价大跌 

6.61%，换手 11.97%。 

记者统计发现，今年以来，已有三

联虹普、梦网集团、苏大维格、永贵电器、

华平股份、国轩高科、四维图新、北汽蓝

谷等数家上市公司通过公告主动披露与

华为合作情况。此外，还有一些公司通过

企业官方公众号或定期报告如年报等，  

披露与华为合作情况。  如安凯客车 

（现名 *ST 安凯），10 月 17 日下午，安凯

客车通过官方微信公众号推送了一则公

司与华为在自动驾驶领域达成战略合作

的消息，次日公司股价开盘一字涨停，直

至收盘依然有近 6 万手买单牢牢封于涨

停板。 

借助研究机构蹭华为 

多渠道对外发声傍上华为后，“炒作

专业户” 们往往还会再借助券商研报与

私募资金等力量，助推股价大涨。 

““具体操作模式为，消息发布前，

私募先用资金抬高股价，随后卖方研

究员、分析师向买方或市场推研报，

小型私募或合伙型私募再以资金推高

股价。”国内一专业从事市值管理的人

士进一步向证券时报记者透露，公司

股价上来了，就会有更多的关注度，

关注度有了，说的东西就会有人信，

而一般这种模式下，上市公司、研究

员、私募几方都会有分仓资金收入。

不过在当下严监管环境下，较少出现 

 

 

 

 

 

 

研究员参与的情形。 

比如，某华为概念股在与华为达

成合作前，其股价当日已有所反应，

全天放量大涨6.18%。而公司公告次日，

有券商发布研报对公司维持买入评级。  

再比如，10月17日晚宣布与华为

达成战略合作的某A股公司，当日公司

股价已放量大涨3.99%，次日即18日，

有券商发布研报表示，公司与华为签

署战略合作协议并发布了成熟的解决

方案，预计该解决方案将深度融入到

公司的新建产线中形成收入增量，同

时大量存量产线具备智能改造空间，

预计公司相关业务将快速增长，维持

买入评级。同日，另一券商也发布研

报称，受益于相关订单增长，该公司

未来成长可期，并给予首次增持评级。

值得一提的是，该公司18日股价大跌

6.61% 

 

 

 

 

游资追涨股东减持 

游资的接力追涨在华为概念股成功 

蹭热点过程中也扮演着重要角色。 

以近来连续 9 个交易日连续 8 涨

停， 年内区间涨幅 266%的诚迈科技为

例，10 月 8 日至 10 月 18 日期间， 公

司四登龙虎榜，但期间无一机构席位上榜， 

来自南京、深圳、湖州、北京几地的资金

上榜频率较高，且资金炒作迹象明显，存

在大量频繁买入卖出动作。 

如知名一线游资营业部国泰君安南

京太平南路证券营业部，10 月 18 日，该

营业部买入诚脉科技 3371 万元位列买 

一，又以卖出 1747 万元位列卖五，而 10 

月 17 日该营业部曾以卖出 7703 万元位 

列卖一，并于当日买入了 1684 万元该股

票。在此之前，10 月 15 日，该营业部还曾

买入 6605 万元位列买二，  同日卖出 590

万元。 类似存在反复买入卖出的上榜营

业部还有华鑫证券上海淞滨路证券营业

部、 招商证券北京车公庄西路证券营业

部、华鑫证券深圳益田路证券营业部等。不

仅如此，东方通、泰晶科技、安利 

股份等个股也存在游资抱团炒作迹象。

其中东方通今年 9 月 2 日至 9 月 11 日， 

8 个交易日曾出现了 6 个涨停， 股价从 

22.2 元/股上涨至 40.67 元/股， 接近翻

倍，9 月 20 日， 公司股价触及 47 元，创

年内新高。盘后龙虎榜数据显示，8 月  29 

日-9 月 11 日， 东方通共有 3 个交易日 

 

 

 

 

 

 

 

登上龙虎榜，分别是 9 月 3 日、9 月 10 日

和 9 月 11 日，其中，国泰君安南京太平

南路、  华鑫证券上海红宝石路等各路一

线游资多次出现在龙虎榜上。 另外，11 日

龙虎榜显示， 两大游资都选择了做 T，显

示游资抱团炒作势头。 

股价获得炒作后， 不少上市公司股

东往往会抛出减持计划。 

例如安利股份，9 月 25 日晚间，公司

第三大股东股东劲达企业以及第四大股

东香港敏丰均计划减持不超过其所持有

的公司全部股份。 上述两家企业分别持

有安利股份 12.14％和 10.75％股份。 

诚迈科技多股东也曾于 2019 年 4 

月和 5 月披露减持计划，对此，深交所 10 

月 17 日要求公司说明是否存在为减持

而刻意炒作股价的情形， 并说明是否

存在涉嫌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的情形等，

还要求诚迈科技说明与华为长期合作但

业绩持续疲软且出现大幅下滑的原因。 

近日刚刚宣布与华为达成合作的梦

网集团也不例外。9 月 26 日晚间，梦网集

团曾公告，由于进入回收期，梦网集团合

计持股 8.22%的股东松禾创投及其一致

行动人松禾成长计划 6 个月内合计减持

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 6%。 

此外，今年以来，东方通、泰晶科技、

华平股份等多家华为概念股都普遍存在

股东减持情形。  “今年三季报披露后，华

为概念股普遍都会有所回调， 大多数企

业还没到业绩兑现期，蹭概念的较多。  ” 

深圳一私募人士向记者表示。 

 

机构调研持续清淡 
热点公司仍迎扎堆造访 

华夏幸福： 

异地复制加速推进 回款净利同比双增 

 

 

证券时报记者 严翠 

 

受三季报披露静默期等因素影响，

上周机构调研持续清淡，A 股沪深两

市仅有 29 家上市公司披露机构调研信

息。 

从机构关注主题来看，消费电子、

生猪产业链、 锂电产业链等市场热门

主题同时也是机构关注焦点， 其中不

少热点公司上周迎来了机构的扎堆造

访，如鹏鼎控股、新希望、正邦科技、牧

原股份等。 

鹏鼎控股市值逼近千亿 

鹏鼎控股为全球第一大 PCB 生

产企业，受今年以来 5G 等概念刺激， 

公司股价年内涨幅已高达 151.76%， 

截至 10 月 18 日收盘， 鹏鼎控股股价 

已达 43.23 元/股，总市值也逼近千亿 

大关，为 999 亿元。但这并不防碍投资

者对其保持持续关注与长期看好。 调

研信息显示，10 月 16 日，鹏鼎控股接

待了长江证券、中泰证券、海富通基金

等多家机构的集中调研。 

公司表示，5G 具有高频、 高速特

点，因此在 PCB 材料的选择和工艺设

计方面， 主要考量低损耗性、 高导热 

 

 

性、热稳定性以及高频的散热设计等。

随着未来 5G 应用的不断成熟， 汽车

电子、可穿戴、VR、AR、物联网等领域

将会得到更为快速的发展，5G 将为终

端应用市场打开更广阔的空间， 而终

端应用市场的拓展，也为 PCB 相关产

品提供新的发展机遇，   随着电子产品 

（特别是可穿戴产品） 的轻薄化趋势， 

电路板将向更加精密化方向发展，同

时软板及高精密度硬板的用量也将有

效提升。 

10 月 7 日晚间，鹏鼎控股曾披露 

营收简报显示，公司 2019 年 9 月营收 

31.9 亿，  同比增长 8.1%， 环比增长

15.2%，前三季度营收 173.4 亿，同比

增长 0.4%。  次日，西南证券发表研报

表示， 鹏鼎控股 9 月营收增长主要来

自苹果终端需求强劲，  预计四季度订

单有望好于市场预期， 随着明年 5G 

终端周期开启，  可穿戴设备仍然维持

高速增长，公司产品将迎来量价齐升， 

给予公司“买入”评级。 

猪肉价格仍是关注热点 

今年以来受非洲猪瘟等因素影

响，猪肉价格不断上扬，生猪产业链

上市公司股价也“扶摇直上”。 截至 
10 

 
 

 
月 18 日收盘， 行业代表企业牧原股

份、正邦科技、新希望股价年内涨幅

已 分 别 高 达 203.9% 、183.33% 、 

148.47%。  在此背景下，猪肉价格后续 

走势备受瞩目。 

10 月 9 日，新希望接受海通证券

等机构调研时表示，  最近毛猪一公斤

涨了 6 元左右，为 16 元左右，最近日

屠宰量从“十一”之前每天 2000 下降

到 1200 左右，  主要是因为卖不动了， 

预计今年猪价未来是每公斤 30 多元， 

明年全年也会在 20 元/kg 以上， 而明

年 2、3 月份可能会产生季节拐点，往

常春节后 2、3 月份也是猪价的低谷， 

然后慢慢回升。 据悉，10 月 7 日-10 月 

13 日， 全国生猪均价 34.94 元/公斤， 

周环比大涨 17.1%，猪肉批发价 42.29 

元/公斤，较“十一”前大涨 14.9%。 

正邦科技表示，行业已经形成“明

年猪价行情高位运行”的共识，从明年

仔猪出栏投苗的角度考虑， 公司今年

仍坚持对外采购猪苗，增加育肥存栏， 

以保证明年顺利接上出栏的增加，维

护好育肥舍和农户生产的延续性。 

牧原股份也表示，近几个月以来， 

随着种猪调运逐步恢复正常， 公司正

在加快前期部分闲置母猪场的投产， 

并为 2020 年的扩产大量留种。 

10月 18 日，华夏幸福（600340）发 

布三季度业绩报告。2019 年 1 月 -9 月，

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643.2 亿元，  同比增

长 42.5%；归母净利润 97.5 亿元，同比增

长 23.7%。同时，资产负债率已经由 2018 

年年末的 86.6%降至 84.9%。 整体来看， 

公司前三季度业绩呈现向好态势。 

京外区域扩张加速 

大项目招商亮点频出 

随着都市圈战略上升为国家重大

战略，华夏幸福坚持“3+3+X” 核心都

市圈布局， 深耕 17 年的产业新城业

务迎来新机遇。 

前三季度公司业绩的增长主要受

益于环京区域的持续回暖及京外区域

项目销售情况好转。  数据显示，1-9 月，

华夏幸福在环北京以外区域实现销售面

积 568.46 万平方米，占比 62.4%，比去

年同期提升了 16.3 个百分点。  7-9 月，

环京以外地区亦贡献了 59.9%的销售面

积， 比去年同期增加 12.7 个百分点，其

中，环郑州地区销售面积占比为 25.7%。

这意味着环郑州区域成为继环南 

京和环杭州区域之后的又一异地复制亮

点区域，且公司产业新城模式在非环京

区域的全国化布局持续顺利推进，进一

步印证了模式异地复制的可能性。 

此外，2019 年前三季度，  华夏幸福 

大项目招商亮点频出，其中不乏超百亿 

项目。 据不完全统计，今年 3 月，欣旺达

动力电池项目在南京溧水产业新城签约，

投资 120 亿元; 5 月，投资百亿元的偏

光片生产基地项目之奇美落地合肥长丰

产业新城；9 月， 华夏幸福为南浔引入

投资 160 个亿的合丰泰超薄玻璃基板深

加工基地。 

积极拿地开展全国布局

武汉项目重磅落地 

2019 年以来，华夏幸福持续加大产

业新城投资，增加孔雀城及新业务取地

力度。 截至三季度末，华夏幸福土地储

备约 1109 万平方米 （规划计容建筑面

积），较年初增长 21%。 

1-9 月，公司获取土地成交金额为 

292.6 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225.7%；新

获取土地面积约 348 万平方米，比上年

同期增加 71.9%，是 2018 全年新获取土

地面积的 1.35 倍。 

尤其是，今年 9 月公司在武汉取得

两幅地块，均位于武汉市主城区武昌区

域，成交金额 116 亿元。 据悉，该项目紧

邻长江主轴，属于政府重点规划的滨江 

CBD 核心区， 这为华夏幸福开启以武

汉为核心的华中片区新业务的布局，进

一步落实开拓商业办公、城市更新等新

业务开辟了新的空间。 

融资能力及销售回款率

提升，与平安合作首单落地 

凭借优异业务模式和平安入股加

持，有研究报告评论，华夏幸福有望持

续扩大“开发能力的红利” ，不必承担

长期占压资金的风险，但需要短期投入

资金。 

2019 年前三季度，华夏幸福筹资性

现金流入达 939 亿， 比去年同期增长 

66%； 筹资性现金流净额由上年同期的 

-111.1 亿元提升为 385.5 亿元。  同时，

公司 1-9 月累计销售回款为 631.4 亿

元，比上年同期增长 19.1%，回款率由上

年同期的 49.2% 上升为 62.7% ， 跃升 

13.5 个百分点，回款向好趋势明显。 

业内人士指出，2019 年前三季度， 

大量资金的筹入及销售回款率的显著

提升为华夏幸福后续发展提供有力保

障，公司未来业绩增长可期。 

此外，2019 年 6 月，华夏幸福向平安

人寿对价 58.23 亿转让全资子公司，平安

人寿委托公司在项目地块上代建标的物业，

并对标的物业提供运营管理服务。 

此次不动产合作交易是华夏幸福

与平安合作首单落地，标志着公司在商

业办公及相关业务方面的积极探索与

落地，对盘活公司存量资产、寻找新的

增长点具有重要意义。 （C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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