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大基因连续18个涨停
市盈率115倍远超券商预估

华大基因8月8日继续“一字涨停”，成交量有所
放大，收盘价达99.25元，离成为百元股仅一步之
遥。自华大基因上市首日暴涨44%后，目前已经连
续18个交易日涨停了，相比13.64元的发行价格，股
价已暴涨7倍，股民中一签现在计算已赚47770元。

据了解，作为国内基因检测领域的领头羊，截
至2016年，华大基因收入达17.11亿元，扣非后归属
于母公司净利润为2.373亿元，同比增长28.41%。生
育基础研究和临床应用服务是华大基因的重点战
略业务板块，也是营收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2014
年至2016年，三年的年复合增长率高达61.43%。

在近期新股加速打开“一字涨停板”呈常态化
趋势的情况下，新股持续性封“一字涨停板”已越来
越难，上市后仅收获3到4个“一字涨停板”已成为普
遍现象，而华大基因则已经连续收获了18个涨停
板。对此杜兹投资总经理邹兆龙对记者指出，华大
基因开板之后又封板，从龙虎榜来看，游资操作痕
迹明显。

而作为广受关注的基因测序龙头企业，华大基
因上市前，就已有多家券商机构对公司股价给出了
较高的目标价，最高达94.4元。实际上，目前券商普
遍预计华大基因的2017年市盈率在55至80倍之间。
然而如今华大基因市盈率已达115倍，大大超过了
券商给出的估测上限。

对此，邹兆龙指出，中国基因测序市场规模预
计2020年将突破百亿元，年复合增长率约为20%至
25%。而在目前整体创业板去泡沫的前提下，对于
这一只高成长性新兴产业最具代表性的标的，市场
可能会有一定的估值溢价。此外华炎投资基金经理
郑锦坤也认为，公司的支柱业务是生育健康类服
务，业务有望保持高速增长，公司2017年60~70倍PE
较为合适。 （每日经济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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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城后山停车场饱和
峨眉山部分酒店需提前预订

青城山、峨眉山避暑是成
都人夏天的典型项目。在7月避
暑旅游高峰期，青城山整体接
待游客数量更是在10万人以
上。据了解，上周六，由于人流
量太大，当地多条通往青城山
景区的道路出现拥堵，甚至一
度让都江堰交管部门8月5日
通过媒体对外披露，“青城后
山停车场已严重饱和，沿线道
路车辆较多，通行缓慢，建议
大家可前往青城前山或其他
旅游景点。”

峨眉山则是酒店预订火
热。位于峨眉半山的七里坪国
际度假区相关负责人罗先生告
诉成都商报记者：“常规时间，
各地游客来峨眉山只是单纯看
自然风光，平均停留时间一两
天，现在因为避暑，很多旅客停
留周期大大延长。”罗先生表
示，酒店近600个房间每天基本
都是满的，周末更是需要提前
两周预订。

除了七里坪，记者也从峨
眉山其他多个旅游度假区获
悉，目前，周末酒店订房量基本
达100%，工作日订房量也超过
60%。此外，峨眉山的一些特色
文化景点也颇受欢迎。比如位

于秀湖大道的峨眉院子，因
集休闲度假游、民俗体验游
于一体，成为重要的民俗景
点。峨眉院子卢经理介绍，这
里周末游客接待量都在两三
千人以上。

航空公司暑运忙
热门地点客座率90%以上

除了成都周边游，国内避
暑游和出境避暑游也是成都人
的避暑方式，各大航空公司在
进入7月后就迅速进入到暑运
高峰状态。四川航空相关负责
人接受成都商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目前是暑期，旅客量和票

价水平均处于较好水平。以我
们公司为例，热门旅游目的地
的客座率基本上都在90%以上。
国际航线方面，东南亚航线如
普吉、甲米等一直很好，客座率
基本上在95%以上。”

东航四川分公司的热门航
线数据也表现出游客强烈的避
暑态势：成都始发境内旅游航
线最热的为：成都-黄山、成都-
青岛、成都-拉萨、成都-玉树等
航线。同比去年，大量避暑旅游
航线也增幅明显：比如成都-格
尔木同比增长10.99%；成都-黄
山同比增长11.49%；成都-西昌
同比增长14.85%；成都-玉树同
比增长12.27%。

双流机场的暑运数据则显
示，自7月1日暑运开始以来，截
至7月27日，双流机场已运送出
港旅客达191.86万人次，平均每
天达7.11万人次。

排名全国第四
成都暑期出游人次超深圳

来自携程网跟团游、自由
行、邮轮、门票、一日游等综合
数据，今年七八月份将有近10
万成都市民外出旅游避暑，出
游人次在各大出发城市中排名
第四，前三位分别是上海、北
京、广州，成都暑期出游人次超
过深圳。

在成都人的出游选择中，
尤以东南亚海岛出境游最受
宠，目前处于风季的东南亚海
岛最高温度一般不超过三十
度，适宜避暑。国内游则以四川
省内为主，其次三亚、丽江、拉
萨等温度宜人的目的地也很受
欢迎。

携程相关旅行专家介绍，
“目前避暑关键词跟团游、自
由行产品的预订，同比去年增
长40%左右。定制旅游成为成
都人出游避暑的新宠。”同时，
携程旅行专家也给成都人提
了一些避暑游的专业建议。

“避暑旅游目的地有几个选
择，一是海岛，尤其是东南亚
海岛性价比高。二是反季节目
的地，比如澳大利亚、新西兰
等目前是冬天，不是旅游旺
季，价格也比较便宜。”
成都商报记者 刘久林 摄影报道

昨 日 大 盘 小
幅调整，沪指下跌
6.30点，以3275.57
点报收，成交量略
有萎缩。不过，A股

“股王”贵州茅台
强势上涨，再次创
出历史新高，同时
带领整个白酒板

块大涨。如今，茅台的股价已逼近500元大关。茅台
的再创新高，究竟向市场发出了什么重要信号？

昨日个股表现非常活跃，两市有近40只个股涨
停，钢铁、煤炭、稀土等周期类个股依然表现强势。
不过，另外一个重要信号出现了，那就是贵州茅台
再创历史新高。盘中，茅台涨幅一度超过2%，最高涨
至492.98元，最终以490.85元报收，涨幅1.71%。昨
天，茅台的上涨带动了其他白酒股的大涨，伊力特、
酒鬼酒、山西汾酒、泸州老窖、水井坊等，都有不小
的涨幅。不仅如此，其他不少白马股也在茅台的带
动下重新恢复活力。那么，昨天白马股的集体反弹，
是否意味着前期的持续调整或将告一段落？

总体来说，多数白马股持续调整时间已经超过
1个月，而且不少白马股也有不小的调整幅度。此
前，A股白马股走牛，最重要的因素是A股纳入MS-
CI强烈预期下，海外资金配置A股优质股票带来的
推动力。而现在，我认为白马股走强的逻辑并未改
变，经过前期调整之后，白马股的价值将再次具备
吸引力。所以，确实不排除结束调整的可能。

另外就是如果白马股结束调整，重拾升势，那么是
否意味着周期股的炒作将告一段落？一般来说，白
马股，尤其是消费类白马股走强的话，周期股的炒
作常常会降温。但昨天周期股表现依然强劲，尤其
是钢铁股，多只钢铁股强劲涨停。有朋友问达哥，钢
铁股如此疯狂，会不会是见顶的信号？

前几天，达哥就曾说过，宁肯涨得慢一点，也很
害怕这种动不动就封涨停的节奏，尤其是钢铁股这
类大家伙。而昨天，安阳钢铁在强劲涨停后，公司公
布了今年半年报，上半年净利润同比下降71%，同
时，社保基金一一六组合二季度退出前十大股东
（此前一季度末持股为1413万股）；证金公司二季度
持股不变，仍为841.77万股。安阳钢铁的这个公告，
可能对于最近比较亢奋的钢铁股不是什么好消息。
我个人认为，后市如果白马股走强的话，那么对于
周期股的炒作就有必要谨慎一些了。

总体来说，对于后市，我认为大盘依然有望冲击
3300点关口。即
便周期股、资源
股炒作降温，只
要金融股能够再
次走强的话，指
数或许不会表现
太差。（张道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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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夏高温催热“避暑旅”
成都人忙着进山区下海岛

周边游
今年夏天的持续高温天气，让成都的避暑经济随之升

温。上周六青城后山停车场严重饱和；而峨眉山酒店预订火
热，有些酒店需提前两周预订……

海岛游
在成都人的出游选择中，尤以东南亚海岛出境游最受

宠，目前处于风季的东南亚海岛最高温度一般不超过30
度，适宜避暑…… 股价逼近500元大关

贵州茅台发出了什么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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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7月以来的
持续高温天气，成都
的避暑经济也随之
升温。除了空调、饮
品、瓜果等大量消暑
产品的热销，“避暑
游”更成为这个夏天
成都人的选择。近
日，成都商报记者了
解发现，除了成都周
边避暑旅游景点持
续火热外，曼谷、普
吉、芽庄等多个东南
亚旅游目的地也颇
受成都人热捧。在高
温笼罩下，多个景点
在七八月份迎来同
期最大游客量。

从年初至今，港股以26%的涨
幅领涨全球各大主要市场。而随
着港股市场的交投活跃，港交所
的营收利润自然水涨船高，在今
年上半年，港交所的利润就同比
上涨17%。《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注
意到，随着沪港通的不断深化以
及去年年底深港通开通，互联互
通为港交所带来的收益也出现大
幅上涨。

半年净利达35亿港元

8月9日中午，港交所发布了
2017年上半年的业绩情况。在上半
年，港交所总收入62.03亿港元，同
比上升10%；而股东应占净利润达
到34.93亿港元，同比上涨17%。

对于收入的增加，港交所表
示主要由于港交所上市公司数目
增加，新上市衍生权证以及牛熊
证数目也有所增长，使得港交所
上市费收入上升；公司资金及保
证金的投资收益净额大幅上升；
以及从雷曼清盘人收回一次性清
盘后利息5500万港元等因素。

事实上，上半年港股市场的
大涨以及活跃度提升也为港交所
收入的提高打下了基础。联交所
（港交所旗下交易所，主要进行证
券交易）今年上半年的平均每日成
交金额达到760亿港元，同比上涨
13%。记者注意到，在收入较大上
升的同时，港交所的整体运营支出
则较2016年同期增加仅1%。

互联互通收入暴增128%

众所周知，2014年开通的沪
港通以及去年年底开通的深港
通，加强了A股与港股乃至全球市
场的联系，而沪深港通也为港交
所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上半
年，港交所从沪深港通获得总收
入1.62亿港元，同比上涨128%。其
中交易及结算活动占8700万港
元，而该数据在2016年上半年仅
为3100万港元。

“我们喜见市场互联互通机
制继续推进中国资本市场的发
展，以及巩固香港连接内地与世
界各地市场的门户地位。债券通
于2017年7月3日成功推出，让国

际投资者可经香港进入内地债券
市场，成为我们市场发展的另一
里程碑。MSCI不久前决定将内地
A股纳入其新兴市场指数，可见国
际市场已认同沪深港通在内地股
票市场开放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港交所主席周松岗指出。

港市券商股值得关注

港交所对A股投资者来说属
于稀缺标的，而港交所也可以看
成是港股市场券商股的龙头。但
在今年，港股市场的保险股、银行
股均有不俗表现，而券商股相比
之下就要稍逊一筹。不过，在近一
个月时间里港交所也有较大幅度
的上涨，似乎有追赶的架势。

而在8月9日港交所发布中报
以后，高盛表示，港交所第二季每
股盈利按年升13%至1.45港元，较
该行原预期1.41港元高出近3%，
符合预期，维持对其“买入”投资
评级（“确信买入”名单），目标价
245港元。摩根大通也表示，维持
港交所“增持”评级及230港元的
目标价。

另外，对于整个港股券商行
业，第一上海证券首席策略分析
师叶尚志也对记者表示：“券商股
目前的安全边际是足够的，但还
要看市场成交量能否持续增长提
升，这是影响佣金收入的主要因
素。总体上，券商股目前是有值博
率的。” （每日经济新闻）

沪深港通收入上升128% 港交所半年利润增长17%

到峨眉山旅游避暑的游客正在看表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