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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虎榜平江生产点被点名通报
工信部网站显示，南岭民爆平江生产

点被点名通报，称其存在“ 安全管理薄
弱”的问题，具体表现包括：现场安全管理
制度仍落实不到位、“ 跑、冒、滴、漏”现象
随处可见，并存在违规转让、购买和使用
未经安全认证的设备、现场应急预案细化
方案不完善等问题，特别是个别企业安全
管理和技术负责人的安全管理和应急等
业务知识缺乏，直接导致企业存在重大安
全生产隐患。

其实，从南岭民爆的2011年年报内容
来看，平江生产点对公司的业绩影响具有
一定的“ 威力”。年报中这样描述道：

“ 2011年公司营业外收入同比减小影响
利润1220.05万元，主要是由于2010年公
司从平江县政府获得企业发展资金1271

万元，而本期平江分公司基础设施补偿递
延收入转入为12.41万元。” 由此不难发
现，平江分公司对南岭民爆的营收影响作
用不小。

否认违规转让设备
由于受到工信部点名批评的影响，南

岭民爆于昨日上午临时停牌。随着午间发
布相关公告，午后复牌时有所下跌。截至昨
日收盘时，南岭民爆报29.70元，虽然仅微
跌0.28%，但依然让不少股民揪心了一把。

南岭民爆的公告称，5月9日至10日，
工信部安全生产司领导一行莅临公司平
江分公司视察指导工作时，指出平江分公
司存在安全生产管理制度执行不严、现场
管理还有不到位的地方等问题，要求公司
一手抓好整改落实，一手抓好正常生产经
营，加快推进重组整合步伐。工信部“ 通

报”所指的平江生产点存在“ 安全管理薄
弱”问题，情况属实。

其表示，公司已高度重视，及时研究
成立了平江分公司有关问题处置工作组，
组织制订整改方案，全面梳理存在的问
题，认真查找问题根源，组织整改。包括但
不限于查明原因，分清责任，对相关责任
人予以严肃处理；深入开展安全生产大整
顿，修订、完善和规范安全管理制度，强化
安全主体责任落实；落实技术改造方案；
深入开展员工安全知识教育培训，提高员
工安全意识和安全技能等措施。

不过，南岭民爆似乎对工信部的批评
并未全面接受，在公告中明确称，不存在

“ 违规转让、购买和使用未经安全认证的
设备”等相关情况。同时，其还很“ 笃定”
地表示，平江分公司的安全整改工作，对
公司的正常生产经营不会产生影响。

本报讯 记者 陈颖婕 昨日下午，国
土资源部官网上一则“ 世界最大钨矿诞
生记”，无疑成为当天的一枚“ 重磅炸
弹”。这个刚刚被勘察出的世界最大钨矿
位于江西，其潜在经济价值超过了3000
亿元。而厦门钨业在此事件中无疑成为
了大赢家，公司作为此次勘察的投资方
之一，这种“ 天上掉馅饼”的好事让旁人
不羡慕都难。

国土资源部官网显示，江西九江市武
宁县大湖塘地区经过省地质矿产勘查开
发局18个月的勘察，勘出该区一探明储量
为106万吨的钨矿，为目前世界最大的钨
矿。据悉，这一探明储量已经超过江西省
现有钨保有储量总和，潜在经济价值超过
3000亿元。

值得注意的是，在该则新闻中曾不止
一次地提及来自福建的上市公司厦门钨
业。其指出由于当时勘察资金不足，在拿
到矿业权之后，找矿方面的资金迟迟没有
大的投入，直到厦门钨业的出现。由于厦
门钨业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钨冶炼
厂商，钨产品年出口量占全国年出口总量
的35%。因此，公司对于钨矿资源也有着巨
大的需求。

2011年5月4日，厦门钨业曾发布公告
表示，公司获得了江西省九江市政府的支
持，与第二大股东五矿有色、厦门三虹钨
钼股份有限公司以及九江市修水县政府
签订了《 硬质合金项目合作协议书》，其

中公司和厦门三虹拟投入20亿元以上进
行钨资源的勘探和矿山开发。公告同时表
示，九江市政府支持厦门钨业和厦门三虹
在九江市所辖区县矿权与矿权之间的空
白区依法取得探矿权和探矿工作。

对此事件，海通证券的分析师表示，
该事件对于厦门钨业来说是一次“ 爆炸
性”的利好消息。公司的“ 钨和稀土”双管
齐下式的发展模式，在未来有着巨大的业

绩增长潜力。“ 钨方面，公司从钨矿山入
手，凭借其丰厚的利润大力扶持深加工，
快速成长为硬质合金国内龙头。如今，公
司又涉足世界最大钨矿的勘察，以小投入
收获了大回报；而在稀土方面,公司以深加
工为突破口，全面布局稀土三大应用领
域，以深加工控制上游稀土资源。”该分析
师认为，其高成长性及此次的超预期因
素，将使公司的行业龙头地位更为稳固。

机构连续两日
加码华灿光电

本报讯 记者 孙琪 昨日市场窄幅震
荡，机构卖盘依旧汹涌。龙虎榜显示，8只
出现机构身影的个股中，无一家是被机构
净买入的。不过，康缘药业（ 600557）和次
新股华灿光电（ 300323）在被机构卖出的
同时，还有更多的机构在买入。

华灿光电是6月1日登陆创业板的，该
公司目前是国内蓝绿光LED芯片领先厂
商，主要产品包括蓝绿光LED外延片、芯
片，且于去年四季度开始规模进入LED照
明市场。值得注意的是，华灿光电上市以
来天天登上龙虎榜，每个交易日买卖席位
上都会出现机构博弈身影。

上市首日华灿光电破发，当日被两家
机构合计买入4613.32万元，但同时有三机
构合计卖出4936.93万元。本周一，华灿光
电收复发行价，收报于20.07元，微涨
0.75%，因换手率超过20%而再次进入龙虎
榜。当日机构开始增持华灿光电，三家机
构合计买入4417.45万元，另三家则合计卖
出2501.27万元，买入力度显然大于卖出。

而昨日，华灿光电午后震荡走高，收
报20.49元，上涨2.09%，再次因换手率超过
20%而上榜。晚间公布的数据显示，机构加
仓迹象明显，四家机构位列买方席位上，
买入金额达到6615.53万元，是上市以来的
最高水平；而卖方席位仅出现一家机构，
且卖出金额仅406万元。

另外，昨天上涨7.42%的康缘药业也获
得了机构的大幅增持。四个机构席位联合
抢筹3163.64万元，卖方席位上虽出现两家
机构抛售，但卖出金额仅为1179.12万元。

三新股首日秀
机构抛售近2亿

本报讯 记者 孙琪 昨日，三只新股
福 建 金 森 （ 002679）、 黄 海 机 械

（ 002680）、奋达科技（ 002681）正式登陆
中小板。三新股首日表现分化：黄海机械、
福建金森两新股上涨，奋达科技破发。晚
间龙虎榜显示，机构对三只新股均毫无留
恋地大幅抛售。

福建金森是商品用材林经营企业，主
营业务为森林培育营造，森林保有管护，
木材生产销售。发行价为12.00元；黄海机
械是国内极少数几家产品类别齐全、规格
型号丰富的岩土钻孔机械设备生产企业
之一。主营业务一直为岩土钻孔装备的研
发、制造和销售。发行价为21.59元；奋达
科技主营业务为家居及个人护理类小家
电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发行价为
12.48元。

上市首日，福建金森、黄海机械两新
股均因盘中换手率达到50%，各自都被临
时停牌一小时。截至收盘，福建金森收报
12.82元，上涨6.83%，黄海机械收报31.90
元，上涨47.75%。而奋达科技则告“ 破
发”，全天都在发行价下方运行，收报
11.93元，下跌4.41%。

在新股“ 全流通”的规则下，近期机
构普遍选择在上市首日就抛出网下配售
到的新股。昨日的龙虎榜显示，机构们延
续了这样的操作思路。上涨近五成的黄海
机械卖方前五席被机构包揽，合计卖出
1.01亿元，占全天成交量的19.52%；福建金
森的卖方前五席被机构占据四席，合计卖
出4955.15万元；破发的奋达科技的卖方席
位上也出现了三家机构，合计卖出4185.69
万元，占全天成交量的22.45%。这样，三只
新股首日被机构合计抛售近2亿，而买方
席位上均未出现机构身影。

节能细则出台 家电股有望跑赢大盘

厦门钨业挖出了“ 世界最大钨矿”

去年11月，南
岭民爆就曾因涉及
贵 州 福 泉 爆 炸 事
故，不仅终止了在
贵州市场的产品销
售，更成为公司去
年业绩下滑的诱因
之一。

而近日，从工
信部发布一则《 通
报》，南岭民爆旗
下一生产点又被点
名通报存有“ 安全
管理薄弱”问题。

本报记者 陈颖婕

受工信部点名批评后 承认安全管理薄弱
南岭民爆否认存在“ 违规转让设备”

本报讯 记者 陈颖婕 近日，有关空
调、平板电视、电冰箱、洗衣机和热水器这
五类家电的节能减排推广实施细则已正
式出台。受此消息影响，昨日家电板块全
天走势活跃，其中长青集团午后放量涨
停，禾盛新材涨超5%，此外，青岛海尔、九
阳股份、合肥三洋等个股均有不俗表现。

其实，近年来国家有关部门曾接连出
台了“ 家电下乡”、“ 以旧换新”、“ 节能惠
民”三大政策，以拉动国内消费需求。不
过，随着三大优惠政策的陆续退出，家电
行业在近段时间可谓处于“ 冷冻期”。但
随着冰箱、洗衣机、热水器等节能减排细
则的出台，不少业内人士认为，家电行业
的“ 尴尬”局面有望得以改善。

中金公司的分析师郭海燕认为，政策对
家电板块的表现有极其重要的影响，而此轮
的节能减排新政细则出台，使得未来家电板

块大幅跑赢市场指数的可能性极大。
郭海燕表示，从第一轮家电刺激政策

对于家电板块的表现来看，由于家电下乡
和以旧换新基本覆盖大家电三分之二的
国内市场，因此，从2009年下半年到2011
年上半年，家电板块受政策周期影响大，
经历一轮政策刺激的上升浪潮，其间8个
季度中7个季度跑赢市场指数。2011年下
半年开始进入第一轮政策退出期，板块连
续两个季度明显跑输市场指数。

2012年一季度，虽然家电板块基本面
很差，但随着冰箱、洗衣机、热水器等补贴
细则出台，有利于产品销量和行业盈利能
力的提升。建议投资者关注产品竞争力较
强的企业，重点推荐：青岛海尔、海尔电
器、合肥三洋、万和电器、日出东方。

国泰君安的分析师叶寅认为，从需求
上来说，虽然家电下乡补贴政策已经退

出，但三、四级市场及农村需求的实际同
比增速仍达到两位数。尤其是中西部地区
的基建投资仍然在高速增长，城市居民也
面临着住房改善带来的家电更新换代需
求，这些因素都会刺激家用电器的销售。如
今，伴随着家电节能减排细则的出台，对目
前估值优势明显的家电板块而言，无疑将
是一针强心剂。

不仅如此，叶寅还指出，除了节能减
排刺激政策外，家电行业目前还面临着其
他刺激因素。如6月即将开展的欧锦赛和7
月的伦敦奥运会，这些都可能为电视机的
销售起到推动作用。

另外，票据贴现利率的同比下降能够
降低企业的财务费用，原材料价格下降也
会增厚家电类上市公司的业绩。重点个股
推荐：格力电器、美的电器、青岛海尔、海
信电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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