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国家经济发展立下 “汗马功

劳”的钢铁企业，在A股市场上却长期

陷入尴尬的境地，低估值、破净、亏损、

僵尸股……这类词汇成为牢牢贴在钢

铁股身上的“标签”。不过，在近期的

反弹行情中， 以宝钢股份为代表的钢

铁股，却显现出惊人的爆发力，似乎宣

告A股“钢铁侠”就此苏醒。业内人士

指出，钢铁行业已出现的向好预期，无

疑是板块整体上涨的基础， 加上沪港

通的临近， 让钢铁股重新回到部分资

金的视线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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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日A股延续“连阳”势头，沪深股指

分别连续第六和第八个交易日红盘报收。

不过与前一交易日相比，两市反弹力度明

显减弱。“两桶油”双双回调，拖累石油燃

气板块出现在跌幅榜首位。

昨日上证综指以2179.83点小幅高开，

总体呈现冲高回落走势。午后沪指一度上

行攀至2193.52点，此后涨幅收窄，尾盘收

报2183.19点， 较前一交易日涨5.24点，涨

幅为0.24%。至此，沪指已实现“六连阳”。

深证成指连续第八个交易日收红，报

7867.04点，涨58.38点，涨幅为0.75%。

创业板指数走势明显强于两市大盘，

收报1331.76点，涨幅达到1.31%。

沪深两市延续涨多跌少格局，不过涨

跌数量之间的差距较前一交易日明显收

窄，下跌品种超过500只。不计算ST股和未

股改股，两市40只个股涨停。

与前一交易日超过3300亿元的总量

相比，昨日沪深两市稍有缩量，分别成交

1593亿元和1605亿元。

昨日大部分行业板块收涨，但幅度都

比较有限。汽配、贸易服务、旅游餐饮、电

气设备板块走势相对较强。“两桶油”双

双收跌，拖累石油燃气板块出现在跌幅榜

首位。钢铁、煤炭、电力、有色金属等多个

权重板块同步小幅下跌，成为限制大盘涨

幅的主要因素。

沪深300指数收报2331.37点， 涨7.47

点， 涨幅为0.32%。10条行业系列指数中7

条上涨，不过除300信息涨2.21%外，其余

指数涨跌幅都不足1%。

沪深B股涨跌互现。上证B指涨0.93%至

235.85点，深证B指微跌0.01%%至923.54点。

经过近期的连续上涨之后，市场做多

动能开始出现减弱迹象。部分周期类权重

股率先回调， 对大盘上行动力形成制约。

新华社

《每日经济新闻》是一张面向全国发行的财

经日报，周一至周五出版。成都各报摊有零售。

订报电话：

028-86516389

。 更多精彩内容详

见今日《每日经济新闻》报。

禾丰牧业今日申购

从6月中旬开始，年初收获颇丰的打

新资金，又迎来了一场盛宴，已经有近20

只新股先后发行。 然而就在新股发行工

作快节奏进行时， 近一个月却没有召开

发审会，让待发企业数量降至低位。

根据证监会上周末披露的最新数

据，截至7月24日，处于正常审核状态的

企业中，沪市主板、深市中小板和创业板

已经过会企业的数量分别为6家、6家和

16家，共计28家。

引发市场关注的是，按照证监会公布

的信息，在经历了一个月的“空窗期”后，

第109次发行审核委员会将在今日召开，

审核华懋（厦门）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首发）申请，该公司计划登陆上交所。

沪市新股禾丰牧业 （申购代码

732609）将在今日进行申购，而这也是7

月最后发行的一只新股， 按照目前的发

行安排来看， 下一只新股长白山的申购

时间为8月13日。

招股书显示， 禾丰牧业主营饲料业

务，分为饲料、原料贸易、屠宰加工和相

关业务板块。 此次禾丰牧业发行规模为

8000万股，发行价为5.88元/股。按照单

一账户2.4万股的申购上限预测，仅需不

到15万元的资金就可以顶格申购。

从估值来看， 禾丰牧业5.88元/股的

发行价对应的市盈率为21.78倍，截至7月

25日， 公司所在农副食品加工业最近一

个月的平均静态市盈率为23.93倍。 在目

前已上市公司中，海大集团、大北农、金

新农、唐人神与禾丰牧业主营业务相近，

上述四家公司平均市盈率为24.59倍。

成都商报记者 李智

“惊艳”的宝钢股份

今年6月25日，宝钢股份突然启动，之后四

连阳，股价强势站上年线。近一个多月来，股价

区间最大涨幅一度超过16%，并且还创出了4.45

元的年内新高。

其实， 行业龙头宝钢股份的连续大涨，

仅仅是钢铁板块集体大涨的一个 “缩影”。

根据choice金融终端统计数据显示，7月份以

来包括抚顺特钢、本钢板材、首钢股份在内

的7只钢铁股的涨幅都超过了10%，其中身居

军工题材的抚顺特钢和本钢板材，月涨幅更

是超过了20%。总的来看，钢铁行业中证指数

7月以来涨幅已超过9%。 如此凌厉的涨势对

于钢铁板块来说是极为罕见的。

行业景气度明显回升

面对钢铁股的集体上涨， 不少业内人士都

指出，钢铁股盈利好转是基础。记者注意到，截

至7月29日， 已经有约20家钢铁上市公司对上

半年的业绩进行了预测，包括首钢股份、杭钢

股份在内的多家钢企预计扭亏， 河北钢铁、沙

钢股份的业绩也明显向好，透露出钢铁行业景

气度明显提升。

华泰证券指出，钢铁是中游加工业，吨钢

毛利决定了企业的盈利水平，吨钢毛利的回暖

来自产品价格与原料价格的相对变动。今年以

来， 因铁矿石供应能力的改变打破了传统逻

辑， 四大矿产能在2014年集中达产，2015年或

将出现供应过剩。成本端的改变带来钢铁行业

吨钢毛利的回暖，自5月开始已经显现，是行业

景气回升最为确定的指标。另一方面，尽管今

年1~5月钢铁产量连续创出新高， 但社会库存

同时保持下降， 钢企库存也未见明显上升，显

示增量产量未曾引起过度的供应堆积，这是今

年需求端意料之外的又一好转。

另一位券商研究员则指出，钢铁行业盈利

低迷的一个直接原因就是供大于求。根据此前

工信部公布的2014年首批淘汰落后和过剩产

能企业名单显示， 钢铁行业仍是淘汰重点，需

淘汰落后和过剩产能逾4800万吨。 从长期来

看，随着相关政策的落实，钢铁行业供大于求

的局面有望改善。

资金活水推涨股价

“其实钢铁行业的向好， 并不是7月份才发

生的，只是现在市场资金对于钢铁股的态度，较

过去有了明显的转变”。一位资深市场人士对记

者表示，沪港通的临近，让钢铁股重新回到部分

资金的视线中，相关公司的利好消息，更容易引

起资金的共鸣。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 资金对钢铁股的关注

度都非常低。从绝对股价来看，即使经历了近期

的反弹，在A股仅有的9只“1元”股中，钢铁股占

了其中6席。另一方面，钢铁股也是“破净”（股

价低于每股净资产） 的重灾区， 除行业特殊性

外，与资金冷眼相看不无关系。

华泰证券指出，钢铁股这轮反弹主要来自

资金推动的估值修复，其中境内资金是基于对

周期行业长期好转逻辑的认可、资金避险的需

求、细分板块的看好，而境外资金是因为沪港

通渐行渐近，具有A/H股折价优势的个股随题

材回升。更为重要的是，随着A股与全球资金对

接的推进， 部分境外投资者将A股钢铁公司放

入全球钢铁行业进行考量， 像宝钢股份等A股

钢铁股显现出价值投资的吸引力———宝钢股

份吨钢对应市值、市净率等估值指标显著低于

境外同类企业，而净资产收益率等经营指标与

国际一流钢企不分伯仲。

记者注意到， 在今年4月沪港通曝光之初，

鞍钢股份就曾因为A股较H股“便宜”不少，引

发资金短暂追捧而于4月10日强势涨停。截至昨

日收盘，鞍钢股份A股报收于3.34元/股，而H股

收盘价为5.45元/股， 约合人民币4.36元/股，明

显高于A股价格。在目前86只A股、H股同时上市

公司当中，鞍钢股份A股股价较H股22.03%的折

价率，仅次于潍柴动力和万科A，位居第三。

成都商报记者 李智

两市延续“连阳”势头

反弹力度明显减弱

昨天，大盘没有延续此前的超强

反弹走势，而是在沪指一度逼近

2200

点关口时，选择了主动回落 ，好在市

场抛盘并不算太明显，最终沪指小涨

5.24

点 ，以

2183.19

点报收 ，成交量萎

缩并不太多，依然保持着较为活跃的

交投， 最终沪市单边成交

1593

亿元，

沪指收出阳十字星，还算是比较良性

的高位震荡。

回顾昨日的盘面，个股依旧热火

朝天，两市涨停个股约有

40

只 ，不过

下跌个股数量略有增加。 跌幅榜上，

除了大连重工继续跌停外，东方通信

尾市跳水，且放量跌停，估计又是有

利空消息突袭了。 不过总的来说，没

有太多意外发生，市场热点主要集中

在充电桩概念股、 部分有色金属股，

安防板块表现也很突出。另外 ，创业

板和中小板的反弹力度更强一些，创

业板指数涨幅为

1.31%

， 而中小板指

数更是大涨

1.57%

，创出年内新高，这

也说明尽管指标股反攻来临，但代表

成长股的中小板和创业板依然保持

着原有的活力。大盘股之所以出现高

位震荡，其实也在情理之中 ，毕竟要

想沪指继续保持前几天的斜率上涨，

显然难度很大，而昨天银行股也有所

分化，农行、工行、中信和民生都出现

了小幅调整。

对于后市， 我依然认为大盘可能

在高位展开震荡，毕竟在连续大涨数

日之后，市场存在消化短线获利盘的

要求。同时，前期沪指长时间在底部

震荡，因此解套盘对市场形成一定压

力。至于这一波强势的反弹是否意味

着大牛市来临， 我坚持此前的判断：

目前不能过分乐观。 要想

A

股市场形

成新一轮的牛市，不是单单依靠地产

调控政策的松绑，或者资金面的宽松

就行的，还需要宏观经济真正意义上

的走好，还需要股市制度建设取得实

质性的进展， 才能吸引增量资金入

场。另外，从技术形态看，沪指还处于

3478

点以来形成的下降通道中，如果

不能放量突破下降通道上轨位置，那

么行情的性质依然是反弹而非反转。

所以，要想牛市来临，还任重道远啊。

（张道达）

道达邮箱：

daoda@263.net

根据国家有关部门的最新规定，本手

记不涉及任何操作建议，入市风险自担。

任重道远

成发科技 签署产品供应协议

成发科技

（600391）今日公告称，公

司董事会审议同意，公司与英国罗尔斯·

罗伊斯公司（以下简称“RR”）签署长

期《产品供应协议》,�提供产品为RR航

空发动机共15款零部件。需要指出的是，

协议未约定具体履约金额，RR公司按

具体产品型号将其在全球市场40%、60%

到100%份额不等的产品订单给予成发

科技， 而根据RR具体型号产品的现有

全球订单量推算，协议总额约为29461万

美元，分8.5年执行，年均约3466万美元。

成都商报记者 李智

招聘
●聘印刷机助手及学徒86619220

化妆·摄影培训
●初.中.高级摄影培训87799557

空调修移
●成百特价修移空调★加氟清洗
85559418★87772265★84315218
●成百专业修空调加氟85554420
●成百空调修移★加氟86111518

全自动麻将桌
●机麻扑克新方法15928607080
●麻将高科技合作18581884082
●飞针机麻寻合作13281888818
●飞针麻将寻合作15328080888

专业礼品定制
●专业喜寿碗订制13881990042

婚庆礼仪
●成都礼仪庆典15608023555

订票·票务
●特价机票86664472★86664474

租车行
●85191832和谐●新车85198098

绿化·美化
●私家花园★绿化养护62378236
●私家庭院、厂区绿化86634353装饰装修
●餐厅、酒店装修13880358023
●室内施工、设计4008-757-696
●顺喜发承接各类装修66272768养老托老
●城北医疗带养老15388198480清洁公司
●东怡保洁84376668★87687466
●新鸿保洁85186977★84414889保洁服务
●日新保洁84350886洗外墙地毯疏通管道
●专业疏管改管抽掏粪87526455
●83337896专业疏掏抽87563444疏管掏粪
●87535331疏管抽掏粪85580227搬家公司

●玉龙87326666优86259642低价
●红运低价84337798优84345188

●好运搬家84446188★84439358

●好又快★180元搬家85184427
●棒棒87486898优84896294长途丧葬一条龙服务
●85593168灵堂棚公墓86276116二手货交换
●收一切二手废旧18228011179
●收一切二手废旧13708024180
●收一切二手废旧13708024208
●高收空调桌椅厨13678159509
●高高收二手物资13668246588
●高收一切二手废旧66619019
●收酒茶楼及废旧13882069609
●高收一切二手货13908040721典当行
●人和典当★汽车民品87086222供求大串通
●长期大量收购地铁盾构机沙石
料,联系人:陈先生13882134567报废车回收
●高价回收报废车13684018535律师服务

商标·专利
●凯飞●商标专利版权86728652

工商行业咨询
●专业资质、执照代理86277220

●建筑资质新办★升级88877719
●66660107低快办照★各类资质

工商行业全程服务
●低价办照★资质记账87663899

●专业代办执照资质86531377

取名公司
●酿名苑权威命名机构66000076

商务咨询

●诚信婚查成功付13881761948

●豪邦婚姻调查★13350895007

财会·税务
●注会注税★记账报税86063388

启事
●今遗失成都嘉康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收据一张收据号1520883 (名
称汪世科日期2011年6月26日金额
5万元整)特此声明收据无效
●唐建失业证5128遗失作废
●蔡宇佳出生证F510163912遗失

●四川立良建设有限责任公司陈
柏 林 二 建 印 章 一 枚 （ 川
251070807286号）遗失声明作废
●武侯区四海建筑机械租赁部农
商银行西部鞋都分理处开户许可
证核准号J6510025566803遗失

身份证遗失
●龚磊513001198402210015遗失

汽车报失
●川A3Q850棕色五菱宏光2013款
1.5LS豪华型 (发动机号8DA21214
61车架号LZWADAGA5DB43782
2) 于2014年7月25日凌晨在双流县
清泰路一段被盗.18502888626

房屋租售

●成华区5米4层高超值写字楼特
价销售，可分期13982111176

土地转让
●广汉13亩地拍卖13981068020

写字间租赁
●庆玲楼红星路优租86927793
●罗马假日精装13668299162

营业房
●资阳市在装中心五星级大酒店
招商入股:140间客房,18年合同,
20元/平.有意详谈18244290315

●春熙路步行街豪装酒店转让或
承包，电话：13699431635
●南三环1.7万平独立楼招租/医
院物流办公餐厅15928796649张
●卖眉山加油站15984301099
●春熙路金口岸800平可分割招租
特色餐饮13541383299向先生

酒楼·茶楼转让
●武侯火锅茶楼转13880265056

●青白江旺大型餐饮豪装设施齐
15元/㎡出租18108089391
●优转盈利茶楼13880114905
●半价抛5千万酒店13880341588
●八里300茶坊网吧15528360673
●市中心一高端盈利中慢摇吧转
让，价格面议电话13550303289
●新都新民镇新建商务宾馆场所
农家乐3千平出租13880869169
●租或转餐馆茶楼18981853239
●都江堰酒店优转18113027713
●转玉林旺茶楼13980016758
●德阳宾馆转让13608057403
●九眼桥商务茶楼13880323201
●750平茶楼低租优转67617837
●营门口新装盈利商务酒店转让
18227639787
●李家沱600平茶楼转让（转租）
13908061501何先生店铺
●旺铺转让（桐梓林家乐福旁适
合各种经营）18583970325
●旺铺转让金沙金凤路5号拒餐饮
电话13558786655王先生
●内双楠200多平米餐饮旺铺出
售13558811177
●北门500平米旺铺转让，
13981924442 甘总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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