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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股上演“煤飞色舞” 上证指数收复3400点大关

证券时报记者 毛军

周一，

A

股延续上周强势放量高开

高走，上证指数突破

3400

点整数关口，

再次兵临年内高点； 上证

50

指数大涨

1.7%

，再创年内新高，最高上摸

3485.89

点，距离

2015

年牛市高点仅差不到

10

个点； 沪深

300

指数也冲破

5000

点整

数关， 创

5

年半来的新高。 两市成交

9540

亿元， 较前一交易日大幅增加逾

2000

亿元。 盘面上，煤炭、有色、石油、

化工等周期板块涨幅居前， 餐饮酒店、

猪肉、消费电子等板块跌幅居前。

北上资金当日大幅净买入

100.52

亿元，为今年以来第

15

个净买入超百

亿元的交易日。 其中沪股通净买入

66.83

亿元， 深股通净买入

33.69

亿

元。净买入贵州茅台

18.02

亿元，格力

电器、中国中免、五粮液、阳光电源等

也获得超亿元的净买入。紫金矿业、比

亚迪则被净卖出超亿元。

有色金属价格延续涨势

周期股走强的逻辑非常简单，就

是涨价。一方面，随着经济从疫情中复

苏，需求急剧增加，相对下游产业的强

劲增长， 上游的基础周期类产业增长

滞后，供需矛盾突出；另一方面，为应

对疫情，全球注入流动性，美元走弱通

胀预期提升，催生大宗商品的上涨，进

而带动周期股的上涨。 另外叠加今年

冬天“拉尼娜”现象，北方资源重省均

大面积降温， 各地启动恶劣天气应急

预案全力应对，导致运输不畅，加剧了

有色金属、煤炭等的供给矛盾，价格进

一步上涨。

有色金属方面， 根据伦敦金属交

易所数据统计显示，铜、铝、锌等库存

均处于历史低位区域， 下半年以来价

格也持续上扬。周一，上期所沪铝期货

主力合约价格再创

3

年多来新高，沪

铜创

2

年半来新高， 沪锌创一年半来

新高，从年内低点计算，累计涨幅均接

近

50%

。

有色金属价格持续上涨， 也刺激

A

股有色板块近期走强。周一，有色板

块指数放量大涨

2.83%

， 创

2

年半来

新高，成交则创

5

年多来新高。宏创控

股、驰宏锌锗涨停，明泰铝业、中金岭

南、豫光金铅等盘中也一度涨停。

根据

Wind

数据统计，

11

月以来，

融资客融资净买入有色金属逾

52

亿

元，其中赣锋锂业、天齐锂业、云铝股

份等融资净买入额居前。同期，北上资

金也净买入有色金属板块近

35

亿元，

华友钴业、洛阳钼业、锡业股份等净买

入超亿元。

中原证券表示， 在积极的财政和

宽松的货币政策推动下， 工业金属价

格迅速反弹到数年来高位， 有色金属

已经度过了至暗时刻， 在矿业数年资

本开支放缓的背景下， 产能释放速度

或慢于经济复苏的步伐， 有色金属价

格将在

2021

年维持向好的态势，建议

重点关注工业金属和新能源金属。

煤炭：进口与库存双降

由于海外疫情的反复， 导致煤炭

进口量急剧下降。 据海关总署最新数

据，

10

月全国煤炭进口量

1372.6

万

吨， 较去年同期的

2568.5

万吨减少

1195.9

万吨， 下降

46.56%

。 较

9

月

1867.6

万吨减少

495

万吨， 环比下降

26.5%

， 煤炭进口规模连续三个月快

速下降。

1

月

~10

月全国累计进口煤

炭

25315.5

万吨， 累计降幅

8.3%

，降

幅较

1

月

~9

月的

4.4%

有所扩大。

而另据中国煤炭工业协会最新统

计数据，截至

10

月末，煤炭企业存煤

6100

万吨，环比下降

4.3%

；全国主要

港口合计存煤

5775

万吨， 环比减少

637

万吨，下降

9.9%

；其中北方港口

存煤

2776

万吨， 环比减少

242

万吨，

下降

8%

； 南方港口存煤

2999

万吨，

环比减少

395

万吨，下降

11.6%

。

由于进口、库存双降，加上冬季供

暖，煤炭需求进入高峰期，上期所动力

煤自低点以来上涨近

30%

， 焦煤涨幅

超

30%

，焦炭涨幅更是超

60%

。受涨价

影响，煤炭股近期也是频频走强，周一

板块指数更是飙升

5.12%

领涨两市，成交

量大增逾

1

倍，郑州煤电、大同煤业、西

山煤电、兖州煤业涨停，阳泉煤业、平煤

股份、冀中能源等涨幅居前。

西山煤电盘后龙虎榜显示， 深股通

专用席位同时为买一和卖三， 分别买入

9406

万元，卖出

4984

万元，净买入

4422

万元。 买三为机构专用席位，买入

4424

万元。卖一也是机构专用席位，卖出

2.34

亿元。

兴业证券表示，供给方面，蓝天保卫

战开始，同时晋陕两省发布暴雪预警，两

因素叠加，供给和运输将持续紧张。需求

方面，多项经济数据延续恢复态势，煤炭

需求进入季节性顺周期。预计，煤价强势

将维持到年底。

海外新冠抗原试纸供不应求

东方生物产品订单充足

证券时报记者 陈永辉

海外疫情汹涌， 据世卫组织的

数据， 近日全球单日新增新冠肺炎

病例超

40

万人。欧美疫情防控中普

遍应用抗原试纸快速筛查， 导致抗

原试纸供不应求， 全球主要厂商纷

纷扩大产能。 而据德国《经济周刊》

的统计， 我国医药企业东方生物

（

688298

） 抗原试纸的质量可与罗

氏、雅培等囯际品牌相媲美。

欧美开展大规模检测

抗原试纸集合了核酸试剂早期

诊断准确率高和抗体试剂快速检测

的特点， 在感染新冠病毒的第一天

就能检测出来，操作简便，不需要专

用设备或仪器， 从采样到出结果一

般在

15

分钟以内，准确率与核酸试

纸相当。

11

月

3

日，英国宣布在利物浦

试点以抗原试纸等方式开展首次全

民新冠病毒“普测”。 英国首相鲍里

斯·约翰逊称，这种大规模测试是对

抗新冠的强大新武器。 在开展这项

普测后，当地隔离的时间将从

14

天

缩短为

7

天。同日，德国也宣布每个

月购买数百万剂抗原试纸分发给养

老院，每个月给每个老人发

20

剂。

因抗原试纸在筛查中的高效

率， 欧美正在扩大应用范围。 作为

“登月行动” 项目实施的一部分，

11

月

6

日，英国卫生大臣马修·汉考克

宣布， 类似利物浦的大规模检测本

周将在英格兰

67

个地区启动。当地

专家认为， 推广全民重复检测是今

后数月内增加英国社会活动的唯一

可行路径。

据德国《经济周刊》报道，

11

月

13

日汉莎航空在汉堡和慕尼黑之

间的航班上引入了新冠抗原检测。

文章称， 目前德国的新冠抗原试纸

已经明显供不应求。 罗氏首席执行

官

Severin Schwan

称：“目前所有制

造商的新冠抗原检测试剂都已售

罄。”罗氏计划在不久的将来将其产

量提高到每月

1

亿支。

11

月

20

日，据英国《贝尔法斯

特电讯报》报道，本周末北爱尔兰公

众将首次获得新冠抗原检测。

UR－

Care

首席执行官称，这项检测费用

为

95

英镑，产品由中国的东方生物

生产。

据了解， 雅培在全球

4

个工厂

生产抗原试纸， 目前也像罗氏那样

在提升产能。

抗原试纸灵敏度高

目前，大多数新冠抗原试纸的检

测试剂在

15

分钟左右， 但各个制造

商的产品在灵敏度方面存在一些差

异。据德国《经济周刊》的统计，罗氏、

雅培、西门子医疗等大型医疗公司新

冠抗原试纸灵敏度最高， 均高于

96%

。 其中，西门子医疗的新冠抗原

试纸由东方生物生产。 今年上半年，

在欧美多个测试评价中，东方生物的

新冠抗体试纸也被评为最好的之一。

证券时报记者注意到， 东方生

物的新冠抗原试纸还被用于海外新

冠病毒的相关研究。 由于癌症患者

免疫系统脆弱易成为冠状病毒的目

标，

7

月，意大利安科纳启动了一项

评估新冠病毒对癌症患者健康影响

状况的研究， 研究将测试新冠病毒

抗体在癌症住院病人、 日间医院病

人和癌症诊所医护人员血液中存在

的情况。该研究将持续

4

个月，并进

行

4000

次测试。由于具有

97.2%

的

准确性， 东方生物的新冠抗原试纸

用于此次研究的交叉比对。

产能快速扩张

根据欧盟公共采购网站上发布

的信息，英国政府迄今已与英国、美

国和中国的公司至少签署了

10

项

合同，总额超过

10

亿英镑，用于新

冠快速检测技术和物流。英国《金融

时报》称，英国卫生部使用美国

In－

nova

公司的新冠抗原试纸进行数

百万次检测， 花费了

1.38

亿英镑，

使用雅培和

LumiraDX

公司的检测

试剂花费了超过

8000

万英镑。 此

外， 英国政府还花了一笔未指定的

款项， 采购东方生物和韩国

SD

Biosensor

的新冠抗原试纸。

证券时报记者从地方政府部门

了解到， 东方生物在全球较早推出

了抗原试纸。

来自地方政府的消息， 最近很

多代理商到东方生物争抢抗原系列

试纸的货源， 东方生物毒品检测试

纸等传统产品订单也在快速增长，

公司工人和厂房遭遇了瓶颈， 公司

员工已从年中的

1200

人提升至

3000

人，但仍然不够。 当地科技局、

劳动管理部门和开发区管委会正在

为东方生物解决招工和扩大厂房问

题，以帮助东方生物快速提高产能。

图虫创意/供图 毛军/制表 官兵/制图

山东路桥：揽入路桥集团和募资完成助力高质量发展

交通大基建打开成长空间

11月23日，山东路桥披露《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

易实施情况暨新增股份上市公告书》，

至此，山东路桥将公司核心资产路桥集

团全部揽入上市公司，增厚利润。

今年以来， 山东路桥克服疫情影

响，前三季度业绩大幅增长，并通过置

入控股股东资产等方式增厚利润，通过

募集资金为项目建设提供现金流。目前

公司在手订单充足，股东层面的联合重

组以及山东省落实“交通强国” 、补足

短板加大基础设施建设力度，为公司长

远发展打开空间。

揽入核心资产全部股权

路桥集团是山东路桥的核心资产，

是公司营收和利润的主要来源。山东路

桥此前只拥有路桥集团部分股权，通过

此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路桥集团成为

山东路桥的全资子公司。

山东路桥早在去年12月10日首次

披露了该笔交易，收购铁发基金和光

大金瓯合计持有路桥集团的17.11%

股份。铁发基金和光大金瓯是在2018

年12月通过市场化债转股形式拿到

了路桥集团股权。本次收购中，路桥

集团17.11%股权的交易金额为10.75

亿元，以每股4.66元计价，山东路桥分

别向铁发基金、 光大金瓯发行2亿股、

3008.28万股。

路桥集团在2018年、2019年贡献了

山东路桥超过95%以上的营收和利润。

交易完成后，路桥集团将成为山东路桥

全资子公司， 提升公司的盈利能力。数

据显示，按照测算，交易后，增加上市公

司2020年1-4月归母净利润1773.17万

元，每股收益不受影响；去年的归母净

利润为6.2亿元，交易后增加1.36亿元至

7.56亿元，每股收益增加0.01元。

路桥集团具有良好的盈利能力，本

次交易完成， 山东路桥的归母净资产、

归母净利润得到提升，盈利能力和抗风

险能力得到提升，综合竞争实力和持续

经营能力进一步增强。

收购控股股东旗下资产

山东路桥资本运作动作频频，公司

11月份公告，拟斥资收购控股股东高速

集团旗下的两笔资产。

一笔为尼罗公司，其是高速集团的

全资子公司，目前主要从事交通基础设

施的投资、建设等业务。山东路桥拟斥

资1.61亿元收购尼罗公司100%股权。

尼罗公司今年1-8月营收、 净利润

分别为2.71亿元、2224.91万元；2020年

1-8月份净利率及净资产收益率分别为

8.22%、17.53%，优于上市公司2020年三

季度相关盈利指标。

第二笔为山东路桥拟以17.34亿元

收购山东外经100%股权，山东外经是高

速集团全资孙公司，今年1-8月营收、归

母净利润分别为4.49亿元、2185.27万元。

公司表示， 山东外经具有建筑工

程施工总承包壹级、建筑装修装饰工程

专业承包壹级、 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

包贰级等多项专业施工资质， 目前主要

从事境外项目投标及谈判、 境外项目投

资以及境外营地维护、油田服务、房建等

业务。 该笔收购有利于上市公司发展海

外施工业务， 在海外快速打造山东路桥

品牌，加强协同效应、风险管控、战略管

理及相应资源配置，实现产业链延伸，提

升上市公司核心竞争力和国际市场影响

力， 是实现市场国际化和高质量发展的

需要， 有利于加快实现公司的战略发展

目标。

另外，山东路桥全资子公司通过收

购存量股权并增资的方式取得中铁隆

公司 49.82%股权。 中铁隆公司核心业

务包括城市轨道交通基础设施及水环

境治理等。交易有利于拓展公司在城市

轨道交通基础设施、水环境治理等方面

的市场，形成新的利润增长点；能够通

过区位联合优势和股权多元化运营，提

升公司盈利能力。

三季度业绩大增

在手订单充足

今年以来，山东路桥业绩继续保持

大幅增长； 从山东交通基建的大环境

看，公司中远期发展动力充足。

前三季度， 山东路桥实现总营收

202.61亿元，同比增长23.66%；归母净利

润6.32亿元，同比增长62.34%。其中，第

三季度实现营收90.47亿元， 同比增长

30.35%。这都为公司全年业绩大幅增长

提供了基础。

公司表示， 营收和净利上涨的主要

原因为前三季度在建和新开工大型项目

较上年同期增多，完成工程量增加，部分

在建项目毛利率高于去年同期， 同时前

三季度投资收益等较上年同期增加。

山东路桥是山东省内资产与营业

收入规模最大、资质级别最高的公路桥

梁施工企业， 拥有明显的区域龙头优

势。今年山东省委、省政府确定了1842

亿元的交通基础设施投资任务，建设规

模和投资数量均创历史新高。1-8月，全

省综合交通基础设施投资完成1628亿

元，完成调增后年度任务的70.3%，同比

增长24.9%，其中公路完成944.8亿元。山

东路桥从中直接受益。

从订单情况看，山东路桥在手订单

充足，第三季度新签订单152个，总金额

226.25亿元； 截至三季度末累计已签约

订单未完工部分共160个， 金额为505.9

亿元，累计已中标尚未签约合同订单为

35个，金额为103.77亿元。

从长远来看，2018-2035年， 山东省

计划新增高速公路里程700公里， 预计

2022年全省路网规模将达8000公里，

2035年有望突破9000公里。 这赋予了山

东路桥远期发展空间。 山东路桥控股股

东高速集团与另一股东齐鲁交通正进行

整合，山东两大交通巨头整合之后，作为

高速集团路桥施工主力， 山东路桥有望获

得更多资源。

截至23日收盘， 山东路桥股价为

5.23元，市值为81.43亿元，动态市盈率

不超过10倍，估值较低，而随着利润的

增长估值有望进一步降低。另外，截至

三季度末， 公司加权净资产收益率为

11.03%，比去年年末增长3.98%，今年有

望进一步提高，投资价值较高。

资本市场动作频频

迈向高质量发展之路

今年以来，山东路桥在资本市场上

动作频频，收购、募资、推股票期权激

励，内外谋篇布局，公司在高质量发展

之路上越走越远，越走越广阔。

在收购路桥集团资产的过程中，山

东路桥还发行股份募集了10亿元配套

资金，对象为高速集团、高速投资控股、

中国人寿资管、四川交投创新、红塔证

券，五名对象分别认购了2亿元、3亿元、

5000万元、3.74亿元、7600万元。 四川交

投创新公司是四川交投集团旗下公司，

参加本次募集配套资金认购凸显产业

资本对山东路桥的价值认可，也给市场

带来更多双方合作的想象空间。

另外， 今年公司还发行了5亿元的

公司债用于偿还有息债务及补充流动

资金。公司还在近年推行了股票期权激

励计划， 公司6月份最新披露的经调整

后的股票期权激励计划中，首次授予的

激励对象为112人，授予776.5万份。目前

市值低于其行权价格。

在技术层面，山东路桥在智慧高速建

设方面的布局有望进入收获期。今年9月9

日，高速集团与腾讯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

议：双方就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智慧高速

建设运营等方面开展深度合作。早在2019

年，山东路桥就开始布局智慧交通。同年

10月， 公司曾披露一次业务合作框架协

议，协议内容包括山东路桥与深圳润联科

技（华润子公司）开展智慧城市、智慧交

通等创新项目的合作。此次高速集团与腾

讯合作，山东路桥作为高速集团控股子公

司有望成为受益方。 （CI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