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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检测公司集体报喜 迈克生物去年净利预增超40%
证券时报记者 康殷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 核酸检测需
求旺盛。 迈克生物(300463)1 月 13 日
晚间公告， 预计 2020 年的净利润为
7.35 亿元到 8.4 亿元， 同比增长 40%
到 60%。
迈克生物表示，2020 年新冠肺炎
疫情暴发， 对新冠相关检测及防护产
品的需求迅速增长， 公司自主研发生
产的新冠核酸检测及抗体检测产品的
市场需求也随之增长， 促使公司分子
诊断及快速检测平台产品销售迅速增
长， 随着国内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工作
的不断推进， 公司常规检测产品的销
售也稳步恢复。
目前已预告去年全年业绩的 12
家新冠肺炎检测服务上市公司清一色
预增。 其中，达安基因增幅最高，预计
净利增幅高达 2287%。 从净利润金额
看，同样是达安基因最大，预计去年净

利 润 最 高 达 22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2069.63%到 2286.59%。
2020 年度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
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内暴发， 作为国
产体外诊断龙头之一， 迈克生物自主
研发生产的新冠核酸检测及抗体检测
产品的市场需求也随之增长， 促使公
司分子诊断及快速检测平台产品销售
迅速增长。
新冠疫情暴发以来，迈克生物积
极调整经营策略以顺应外部环境变
化和内部发展需求，持续补充和完善
自主产品种类，加速新产品全自动化
学发光免疫分析仪 i1000、 全自动血
液分析仪 F800 等的上市装机进度，
继续推进国内销售渠道的升级优化，
努力拓展海外销售渠道，提升综合服
务能力。 在多重因素的综合影响下，
公 司 2020 年 业 绩 较 上 年 同 期 增 长
40%到 60%。
资料显示， 达安基因是国内分

子诊断试剂行业的龙头企业， 目前
业务涵盖了免疫诊断技术、 生化诊
断技术、医疗器械、检测科研 服 务 、
优生优育、 食品安全和产业投资等
诸多领域。
达安基因最新披露的投资者关
系活动记录表表示， 疫情发生以来，
公司根据疫情情况不断调整产能，公
司检测试剂的日产能从最初 5 万人
份提高到 20 万人份、50 万人份，目前
已经达到 150 万人份。 目前，公司已
生产新冠检测试剂盒累计超过 1.5 亿
人份。
预计去年净利润增幅超 10 倍的
公司还有东方生物和明德生物。
1 月 5 日晚间， 东方生物发布业
绩预告，该上市公司预计 2020 年全年
净 利 润 为 15.56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1795.10%左右。
对于全年业绩的爆发式增长，东
方生物解释，2020 年全球范围内暴发

新冠疫情， 上市公司积极响应新冠检
测产品需求， 快速开发了新型冠状病
毒 （
2019-nCoV）IgM/IgG 抗体检测试
胶 体 金 法 ）、 新 型 冠 状 病 毒
剂盒 （
荧光
2019-nCoV 核 酸 检 测 试 剂 盒 （
PCR 法）、新型冠状病毒抗原快速检测
胶体金法）、甲乙型流感及新型
试纸（
冠状病毒抗原联合检测试纸 （
胶体金
法）、 甲乙型流感/新型冠状病毒/呼吸
道合胞病毒/腺病毒抗原联合检测试
剂等系列新冠检测产品。
1 月 12 日晚间， 明德生物公告，
预计 2020 年的净利润为 4.4 亿元到
5 亿 元 ， 同 比 增 长 959.58% 到
1104.07%。 报告期内新增约 1500 家
医疗机构分子用户，极大提升了新冠
核酸试剂的品牌效应，报告期内新冠
核酸试剂的收入占比约为总营收的
60%。 同时，PCR 实验室建设项目以
及其他核酸检测相关产品的销售也
大幅增加。

黑色系商品掉头向下 现货需求旺盛如故
证券时报记者 赵黎昀
2021 年 1 月中旬，黑色系牛市出
现掉头痕迹。 1 月 13 日早盘，国内期
货市场上黑色系商品再度领跌，焦煤、
焦炭跌幅居前。截至下午收盘，主力合
约中焦煤跌 5.17%，焦炭跌 2.22%，动
力煤、螺纹钢也均飘绿。近两个交易日
来， 焦煤主力合约已累计下跌 7.5%，
焦炭周内跌幅更达到 10%。
A 股煤炭、 钢铁板块也延续了近
日跌势。 截至下午收盘，Wind 煤炭板
块跌 0.02%，钢铁板块跌 0.08%。
与股期市场弱势不同， 近日煤炭
市场需求依然旺盛， 现货价格呈现上
行态势。

1 月 13 日 ， 主 力 合 约 中 焦 煤 跌
5.17%，焦炭跌 2.22%，动力煤、螺纹钢也
均飘绿。 近两个交易日来，焦煤主力合约
已累计下跌 7.5%。

现货依旧高位运行
“
目前市场情况跟去年末的时候
差不多，依然是供不应求的状态，现货
市场也没有出现价格下滑的情况，部
分地区还有调涨。”河南一煤化工上市
公司焦化事业部负责人对证券时报·e
公司记者表示， 当前焦煤焦炭下游的
钢铁企业开工率依然处于高位。 虽然
随着北方气温降低， 多地基建地产停
工，钢材等需求量有所下滑，但近期下
游补库动作频频， 为春节后市场做准
备，因此采买热情依然持续。
百川盈孚数据显示，1 月 12 日，
国内炼焦煤市场价格局部调涨。 产地
各矿点生产平稳，出货顺畅，下游焦企
补库积极，矿内库存多处低位，山西、
内蒙、宁夏等地部分焦精煤、配煤价格
上涨，涨幅在 11~60 元/吨。
中钢期货也表示， 近期焦炭现货
市场偏强运行，下游河北、山东部分钢
厂已有接受第 13 轮提涨的情况。近日
日照港准一级焦贸易价格已上调 50
元至 2850 元/吨。 另外近日双焦重要
线路运费大幅上涨，其中，孝义-日照
港线运费上涨 25 元/吨， 报 280 元/
吨；柳林-唐山古冶线运费上涨 20 元/
吨，报 270 元/吨。 运输费用上涨，一定
程度上将影响钢厂的拉运积极性，钢
厂厂内焦炭库存减少。焦煤方面，下游
焦企开工积极，对焦煤采购较为稳定。
临近年底，煤矿多以保安全为主，检查
依旧严格，焦煤供应量有所减少，叠加
近期进口煤增量不大， 焦煤保持稳中
偏强。
与焦煤焦炭相比， 近期动力煤市
场表现更为火热。 受多地低温寒潮影
响，用电量加大，虽已临近春节，产地
煤炭一直供不应求， 在产煤矿频繁调
价，个别煤矿单次涨幅超 60 元/吨。
据榆林煤炭交易中心数据显示，1
月 11 日榆阳区煤价 559 元/吨较上期
上涨 8 元/吨； 神木煤价 545 元/吨较
上期上涨 13 元/吨；府谷煤价 502 元/
吨较上期上涨 2 元/吨。

焦炭迎新一轮提价
采访中上述河南煤化工上市公司
焦化事业部负责人对证券时报·e 公
司记者表示， 近期国内部分地区焦化
企业又再度调涨了销售价格。
“
2020 年年初商品市场受公共卫
生事件影响大面积飘绿， 焦炭市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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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逃下行趋势，随后市场走势分化，黄
金、黑色板块涨幅居前，铁矿石、焦炭
年涨幅均逾 50%。 据生意社数据监
测，2020 年焦炭市 场 上 半 年 震 荡 为
主，下半年一路上行，截至年末山西地
区焦炭市场价格在 2242.50 元/吨，较
年初的 1766.67 元/吨上涨 26.93%，最
高价格达 2242.50 元/吨， 为近 10 年
内新高。 ”生意社分析师李海燕表示。
李海燕说，焦炭自 2020 年八月底
至今已历经十二轮提涨，其中十一、十
二轮提涨均为 100 元/吨，十二轮累涨
700 元/吨。 进入四季度以来焦炭市场
一直面临着供应紧张的局面， 主要集
中在山西、河南等地，在焦炭库存持续
低位的情况下， 四季度焦炭一直处于
卖方市场。 加之临近春节部分钢厂有
节前备货需求， 河北等地外运受限等
因素影响，2021 年伊始焦炭第十二轮
提涨落地。
据了解， 在焦炭十二轮提涨落地
之后， 多地焦企开始第十三轮提涨
100 元/吨，累计提涨 800 元/吨。 上涨
后山西地区焦炭运至港口仓单成本在
3000 元/吨以上， 华北主产区焦化利
润将在 850~900 元/吨（
含化产）。
对于焦炭多轮提价的支撑因素，
李海燕分析，2020 年是十三五规划的
收官之年， 各地去产能政策多数截止
日期均在 2020 年 12 月 31 日，尤其是
下半年主产区去产能政策执行力度较
大。据统计 2020 年焦炭行业共计淘汰
落后产能 6700 万吨左右，新增产能近
5000 万吨，产能减少 1700 万吨左右。
2021 年新增产能将有约 5600 万吨，
仍有近 3500 万吨落后产能将在 2021
年按计划逐步关停。 2020 年国内新增
产能投产主要集中在之前 4.3 米焦炉
集中淘汰的地区， 如主产区山西、河
北、内蒙古等地，由于新增产能开工率
完全提升需要一个时间， 大约在 2-3
个月左右，淘汰落后产能 12 月底集中
强制退出，新增产能生产能力有限，造
成了目前焦炭市场供应偏紧的局面。

未来 2021 年仍将有一部分新增产能
投产，按照时间节点来看，多数去产能
将在二季度实施。
此外，2017~2018 年焦化行业供
给侧改革， 多数落后产能在这两年集
中淘汰，进入 2019 年焦炭产量趋于稳
定。 2019 年之后随着焦化行业环保限
产政策不再执行一刀切， 焦化厂开工
整体维持高位，同年焦炭产量创新高。
2019 年全国焦化总产能约为 6.4 亿吨
左右。虽然环保政策不再一刀切，但是
环保检查频繁对当地的焦化企业开工
仍有一定影响。
“
企业是月度调价，本月初是上调
了第十二轮价格。 如果后续市场价格
回落，我们也不会降价，但如果十三轮
涨价普遍落地， 我们也会补齐市场价
差。”上述河南煤化工上市公司焦化事
业部负责人表示 “
目前过高的价格肯
定是不能阻止回调的， 市场也会存在
博弈的过程，不过目前焦炭库存不高，
价格也不会出现大幅下滑。 ”

钢铁库存攀升
虽然焦煤焦炭现货价格尚表现强
势，但下游钢铁市场库存攀升，价格已
现跌势。
“
钢坯交易的活跃度集中在贸易
商环节， 下游直发采购情况一般。 此
外， 唐山地区再次发布重污染天气预
警方案， 下游轧钢企业开工率有降低
预期， 短期内钢坯需求将维持低迷状
态。 同时， 钢坯仓储库存仍在持续累
增，据金联创最新数据统计，唐山主导
仓储钢坯库存为 69.79 万吨， 较上期
增加 11.27 万吨， 较 上 月 同 期 上 升
38.71 万吨， 较去年同期 19.4 万吨的
库存量高 260%。 唐山地区主流仓储
库存连续五周攀升， 由于调坯轧钢厂
开工积极性整体不高， 对于坯料采购
情绪持续低迷， 导致仓储库存量继续
增加。 ”金联创分析师谭文秀称。
李海燕也认为，2020 年国内钢铁

产量一直偏高， 就算一季度国内整体
开工偏低的情况下， 钢铁行业影响依
旧不大。 统计局数据显示 2020 年 111 月国内生铁产量 81290 万吨，同比
增长 4.20%。 2020 年环保政策对钢厂
影响较往年偏弱， 改造后的排放企业
今年秋冬季生产一直较稳定。
“
我们目前对于包括螺纹、铝、玻
璃在内的建材系商品保持看空态度，
一个由于建筑行业淡季因素， 另外预
期 2021 年房地产调控导致的影响还
是会出现。 近期地产相关政策显示，后
续国家大力发展制造业， 弱化地产的
导向明显， 地产投资和新开工数据预
计都会有回落过程， 幅度尚不能测
算。 ”宝城期货金融研究所所长程小勇
接受证券时报·e 公司记者采访时表
示，铝、螺纹等建材在 2020 年一边价
格大幅上涨，另一边产量还在创新高，
如果需求有环比回落， 就会带来价格
向下调整的压力。 市场相对看空建材
类产品，因此下游为钢铁的焦煤、焦炭
期货价格走跌。
海通证券研究所期货主管高上认
为，供给端看，2020 年 12 月，据 Mys－
teel 调 查 ，163 家 钢 厂 高 炉 开 工 率
67.13%，产能利用率 77.58%，剔除淘
汰产能的利用率为 84.45%。 自疫情得
到控制之后，加快复工复产的脚步，钢
厂高炉开工率有一定程度回升。 而需
求端， 据 Mysteel 数据， 截至 2020 年
12 月底，螺纹钢开始出现首周库存累
积，2020 年 12 月 31 日当周螺纹钢库
存为 622.25 万吨， 环比回升 35.79 万
吨。 从历史数据看，每年春节前 8 周~
11 周左右， 钢材库存拐点开始出现。
整体而言，市场需求走弱。
他认为，新年首周，且迫于疫情
限制与气温急剧下降影响， 需求走
弱，预计库存将进一步增加。 2021 年
后疫情时期， 货币政策回归常态，经
济增速逐季回落，房地产融资环境收
紧，基建投资难超预期，钢价向上动
力略显不足。

汇嘉时代卖茅台收获两连板
二股东拟清仓转让
证券时报记者 孙宪超
汇嘉时代(603101)1 月 13 日晚间
公告， 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鑫源汇
信将其持有的公司 2352 万股无限售
流通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5%）以协议
转让的方式转让给雷彪。 股份的转让
价格以签署协议前一天公司股票收盘
价的九折计算，为 4.2 元/股，股份转
让款合计为 9878.4 万元。

二股东拟清仓转让
本次转让前， 鑫源汇信持有公司
2352 万股无限售流通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 5%，为公司第二大股东。 本次转
让完成后， 鑫源汇信不再持有公司股
份。 本次转让前， 雷彪未持有公司股
份。本次转让完成后，雷彪将直接持有
公司 2352 万股无限售流通股，占公司
总股本的 5%。
据悉，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
汇嘉时代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发
生变化。
汇嘉时代在新疆拥有 6 家百货商
场、3 家购物中心及 12 家超市，经营面
积达 48 万平方米。 在此之前，汇嘉时
代曾于 1 月 11 日晚公告称，公司与贵
州茅台酒销售有限公司签订茅台酒经
销合同，合同总价款不超过 2.4 亿元。
据了解， 汇嘉时代直销的是贵州
茅台最核心的产品飞天茅台酒， 具体
包括飞天 53%vol 500ml 贵州茅台酒
(带杯)、 飞天 53%vol 1000ml 贵州茅
台酒、 飞天 53%vol 375ml 贵州茅台
酒、 飞天 53%vol 200ml 贵州茅台酒、
飞 天 53% vol 50ml 贵 州 茅 台 酒 及
53%vol 500ml 贵州茅台酒 (辛丑牛
年 )、53% vol 500ml 贵 州 茅 台 酒 ( 精
品)、53%vol 500ml 贵州茅台酒(15 年)
等茅台酒系列产品。
汇嘉时代彼时表示， 本次交易旨
在借助公司的销售平台将品质优秀且

价格优惠的茅台系列产品推向新疆市
场。 企业从厂家直接进货减少了中间
商环节， 进而构建高效成熟的供应链
系统， 提高了公司白酒系列产品的核
心竞争力， 提升了白酒系列产品的整
体销售额，符合公司的业务发展需要。
消息公布之后， 汇嘉时代的二级
市场股价已经连续收出两个涨停板。
截至 1 月 13 日收盘时止，汇嘉时代的
股价报于 5.6 元，上涨 0.51 元，涨幅为
10.02%。

称经销茅台酒
对业绩影响有限
1 月 13 日晚，汇嘉时代发布股票
交易异常波动公告称， 公司 2020 年
1~9 月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 润 -354.02 万 元 ， 同 比 下 降
110.34%。 公司于 2020 年 6 月成为贵
州茅台酒区域 KA 卖场直销渠道商，
并签署了茅台酒经销合同。 公司上述
2020 年三季度业绩中已包含茅台酒
的销售业绩。综上，签署茅台酒经销合
同对公司整体业绩影响有限。
同时，汇嘉时代提示风险称，2021
年 1 月 13 日，公司股票收盘价 5.6 元/
股，市盈率 94.85，高于所属零售行业
的平均市盈率。 换手率 5.9%，成交量
2777 万股，均显著高于公司此前二十
个交易日的平均情况。
1 月 13 日披露的汇嘉时代龙虎
榜数据显示， 买入前 5 名营业部分别
是财通证券台州临海杜桥杜北路营业
部、华泰证券总部、东北证券长春东风
大街营业部、 国泰君安深圳益田路营
业部、 华泰证券深圳益田路荣超商务
中心营业部； 卖出前 5 名营业部分别
是中信建投北京丹棱街营业部、 东兴
证券乌鲁木齐新华北路营业部、 国盛
证券南昌安义迎宾大道营业部、 爱建
证券宁波槐树路营业部和信达证券阜
新解放大街营业部。

汇金通拟定增募资3.82亿
控股股东全额认购
证券时报记者 孙宪超
汇金通 (603577)1 月 13 日晚公
告， 公司拟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5087.09 万股， 发行对象为公司控股
股东津西股份。 本次发行价格为 7.51
元/股， 募集资金的总额不超过 3.82
亿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将全部用于补
充流动资金。
据了解， 汇金通的主要业务为输
电线路角钢塔、钢管塔、变电站构架等
电力输送设备的研发、生产和销售，是
国内能够生产最高电压等级 1000kV
输电线路铁塔的企业之一， 且通过国
家电网、 南方电网等公司铁塔产品供
应资质能力预审备案。
2020 年 6 月 7 日晚间，汇金通发
布公告，控股股东、实控人刘艳华拟将
持有的 15%股份转让给津西股份，并
放弃剩余 8.88%股份表决权， 汇金通
控股股东将由刘锋、 刘艳华夫妇变更
为津西股份，实控人变更为韩敬远。该
次股份转让交易价格为 14.78 元/股，
较彼时的最近收盘价溢价率超 30%。
而在更早之前， 津西股份旗下公
司天津安塞曾作为战略投资者， 认购
汇金通 2018 年非公开发行股份，为公
司持股 15%股东。
汇金通最新公告显示， 在本次发
行前津西股份及其一致行动人天津安
塞合计持有上市公司股权比例为
30%。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
和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公司控股股
东仍为津西股份， 实际控制人仍为韩
敬远。 通过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 A 股
股票， 公司控股股东津西股份持股比
例可得到提升， 进一步增强公司控制
权的稳定性， 并彰显津西股份对上市
公司未来发展前景的坚定信心。
一个不能忽视的背景是，“
新基
建”背景下特高压建设加速，为铁塔制
造业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汇金通经营

业绩也呈现出快速增长的态势，2020
年 1-9 月，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47.48%，
扣非净利润同比增长 116.15%。
在经营业绩快速增长的同时，汇
金通也面临较大的流动资金需求。 受
公司业务类型、 结算方式等因素的影
响， 汇金通应收账款、 存货的规模较
大，2017 年~2019 年以及 2020 年 9 月
末合计分别为 9.57 亿元、11.56 亿元、
14.8 亿元和 15.41 亿元， 占各期末流
动 资 产 总 额 的 78.53% 、75.98% 、
79.09%和 77.05%，较大数额的应收账
款和存货对公司日常营运资金形成了
一定压力。
汇金通在公告中表示， 为推进公
司战略布局， 实现做大做强的发展目
标，汇金通近年来在产品创新、工艺技
术创新、 市场开拓等方面不断加大投
入，经营规模快速发展，销售收入整体
呈上升趋势， 对日常营运资金产生了
一定的需求。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依靠
银行借款满足上述资金需求， 致使资
产负债率较高，财务费用较大，存在一
定的偿债压力和财务风险。 本次发行
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可以为
公司未来的战略实施提供有力支撑。
最新公告显示，报告期内，受融资
渠道有限的影响， 公司资产负债率处
于较高水平。截至 2020 年 9 月 30 日，
公司合并报表资产负债率为 49.48%，
与同行业上市公司相比处于相对较高
水平。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可以进一
步拓展公司的直接融资渠道， 优化资
本结构，总资产和净资产将有所提升，
资产负债率下降， 从而提高公司抗风
险能力，实现可持续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