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寒流来袭 煤炭、燃气股演绎天气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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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力增仓前十位的个股
名称 买卖气

温州宏丰 15.92 14.7 5.41 1
亿利达 16.61 13.83 5.08 1
黑化股份 18.58 282.39 4.19 1
二六三 42.64 10.28 3.78 1
安居宝 18.02 8.6 3.16 1
美盛文化 18.18 8.41 3.09 1
大连电瓷 5.35 8.18 3.01 1
三木集团 46.94 556.75 2.64 3
天银机电 18.47 6.89 2.53 1
安泰集团 54.16 471.81 2.1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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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力减仓前十位的个股
名称 买卖气 主力

持仓
主力
增减

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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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笑科技 -32.04 -14.28 -5.25 -1
华数传媒 -16.58 437.11 -3.42 -2
光一科技 -26.12 -7.46 -2.74 -1
蒙草抗旱 -23.82 -7.35 -2.7 -1
万润科技 -14.1 -7.21 -2.65 -1
ST德棉 -41.85 -6.64 -2.44 -1
洛阳钼业 -15.2 324.76 -1.93 -9
达刚路机 -22.08 -5.13 -1.89 -1
宏昌电子 -28.18 317.79 -1.79 -2
东方电热 -38.44 -4.52 -1.6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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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虎榜

本报讯 记者 孙琪 由于声称今年有
信 心 完 成 5.5 亿 销 售 目 标 ， 大 禹 节 水

（ 300021）昨日复牌大涨，晚间龙虎榜显
示机构资金开始关注该股。

10月期间，大禹节水股价一直表现低
迷。11月1日，中国证券报发布了一则《 大
禹节水：产能释放超预期，订单持续攀升》
的报道，受该报道影响，大禹节水当日开
盘后迅速封于涨停，收报7.61元。

11月2日，大禹节水宣布停牌，并于当
晚披露的澄清公告中解释了股票异动的
原因。大禹节水称中证报对公司全年实现
5.5亿元销售目标、年底新增订单量将达
7.4亿元和喷灌产品毛利率有较大提升的

报道内容基本属实。称截至2012 年10 月
31 日，公司累计新签订单5.88 亿元，离全
年的新签订单任务相差1.52 亿元，同时公
司已中标未签订合同的项目达1.14 亿元；
截至2012 年9 月30 日，公司实现营业收
入3.52 亿元，离全年实现销售收入的目标
相差1.98 亿元。但根据公司业务增长情况
和公司经营情况，大禹节水预计能够完成
年初目标。

媒体报道被证实，大禹节水昨日复牌
股价劲升，收报8.08元，大涨6.18%。晚间龙
虎榜显示，1机构开始现身大禹节水买方
前五席，买入金额为243.60万元，而卖方席
位上则未出现机构身影。

有信心完成5.5亿经营目标
机构买入大禹节水243.60万

本报讯 记者 孙琪 周末，一场席卷
北方的强冷空气使得两市煤炭和燃气股
表现活跃，成为盘中领涨板块，而分析师
认为此番暴雪概念股大涨虽是短期行为，
但未来持续的降温，或将给供热、供气带
来短期机会。

大雪捧暖煤炭、燃气板块
11月2日夜间至4日，一场席卷北方的

强冷空气造成多处强降雪，北京同时遭遇
雨雪、雷电、降温和大风等各类恶劣天气。
北京延庆降雪量据称为52年来最大暴雪。
而山西、河北、内蒙古中部皆遭遇降水、降
温天气。周一开盘，这股强冷空气对A股的
影响立刻反映在盘面上，煤炭板块的安泰
集团（ 600408）、黑化股份（ 600179）高开
高 走 ， 尾 盘 皆 封 涨 停 ， 而 贤 成 矿 业

（ 600381）、昊华能源（ 601101）涨幅均超
过5%。

北方的这股寒流还搅动了供暖供热
公司，昨日惠天热电（ 000692）开盘不久
强势涨停，此外，大连热电（ 600719）大
涨、滨海能源（ 000695）等股均上涨。

机构：供暖板块或有短时机会
每次极端寒流到来时，煤炭板块都是

受益程度最高的行业。比如，2008年的南
方暴雪与2010年的“ 千年极寒”，供暖板
块都曾遭遇爆炒。而分析人士认为，煤炭
板块目前估值合理，在煤炭库存减少以及
经济回暖带动行业基本面的好转等的背
景下，煤炭股的“ 天气”行情或又再上演。

在操作策略方面，广发证券日前发布
了煤炭行业三季度总结分析报告，称前三
季度各大煤炭公司EPS同比回落19%，其
中三季度环比下滑45%，2012和2013年平
均PE分别约19倍和20倍，估值优势不明
显。但部分2013年PE在15倍以内的公司值
得关注。重点推荐兰花科创（ 600123）、山
煤国际（ 600546）、潞安环能（ 601699）和
中国神华（ 601088）。

此外，关于暴雪对各行各业的影响，
国泰君安曾做过分析，报告指出暴雪伤害
最深的是运输行业，另外暴雪对电力行业
也会构成短期负面影响，雪灾还会对保险
行业造成一定负面影响。由于暴雪造成的
电力短缺和运输问题，也可能使众多下游
工业企业受到影响。

本报讯 记者 陈颖婕 对于已经停牌
整整6年之久的S*ST恒立投资者来说，他
们终于迎来了公司的最终股改方案。在昨
日举行的股改路演现场中，公司董事长苏
文表示，公司要争取复牌，因为只有活着
才有做大做强的机会。根据公司统计，一
旦股改通过顺利复牌上市后，不少投资者
都会获得较为满意的收益。

股改通过需一个月时间
力争 2013 年上半年恢复上市

据了解，S*ST恒立目前的上市流通股份
为6600万股，未上市流通股为7.57亿股，截至
2012年度半年报公司期末股东总数为1.86万
户。公司此次的股改方案拟采取“ 捐赠现金+
债务豁免+资本公积转增”的方式进行对价
安排。苏文董事长向投资者承诺，这次是公
司的最终股改方案，股改通过的整个实施期
约为一个月，若本次股改通过，公司下一步
核心工作无疑是力争恢复上市成功。

“ 我们希望公司进行股改后，通过债
务重组可以在2012年度实现盈利，并提交
恢复上市补充材料，力争于2013年上半年
恢复上市复牌。”苏文强调，股改完成是恒
立恢复上市的前提，如果恒立年内不能股
改完成，则将终止上市。对此，来自天风证
券的李毅补充道，如果S*ST恒立未来能够
连续2年盈利合计超过1000万元，还是可
以向交易所申请恢复上市的。

公司恢复上市
投资者将获得满意收益

李毅在路演现场表示，公司股改的核
心是大股东进行现金捐赠及债务豁免，有

了大股东捐赠的现金，S*ST恒立才能进行
公积金转增并改善公司的财务状况实现
盈利。流通股股东股改后持股比例确实没
有变更，但股东权益则有了根本性的改
变，这会直接反映到公司股票交易价格
上，对于流通股股东来说，公司股票价格
基本上可以反映市场对公司价值的判断。

对此，苏文董事长对于公司复牌后，
投资者所获得的收益表示肯定。“ 每一位
股东从中取得的成本肯定有差异，根据公
司统计，很大一部分股东取得的成本相当
低廉，因此一旦公司恢复上市成功，不少
投资者应该都会有较为满意的收益。”

股改能改善
公司主营业务盈利能力

此外，董事、副总经理、财务总监杨瞀
在路演现场中介绍说，公司在2009年、2010
年、2011年以及2012年上半年的主营业务
收入分别为9523万元、11938万元、11382万
元和6114万元，但由于公司经营产能不足，
加上历史逾期借款巨大需承担高额利息等
原因，近年来的净利润一直亏损。

杨瞀同时表示，一旦公司股改方案获得
实施，将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带来巨大的影
响。“ 方案实施后，按照3.6亿元的正常利率计
算，仅该项每年能为公司直接或间接减少约
3000万的财务费用，预计本次股权分置改革
完成后，公司净资产将从-1.8亿元上升到约
2.5亿元，完全摆脱资不抵债的被动局面。”不
仅如此，股改还能解决困扰公司多年的沉重
债务负担，届时能够留存约1亿元现金用于
公司优势明显的汽车空调产业发展，主营业
务的盈利能力将大大增强。

》路演现场

本报讯 记者 陈颖婕 继发布了亮丽
的三季报业绩之后，昨日晚间，万科A又发
布了10月销售及近期新增项目情况简报。
内容显示，万科A10月实现销售面积127.3
万平方米，销售金额137.0亿元，较9月份实
现的105万平方米销售面积，以及120.4亿元
的销售金额，均略有上升。累计来看，今年1
至10月份，万科A累计实现销售面积1035.2
万平方米，销售金额1100.2亿元。去年同期，
公司累计实现的销售面积和销售金额则显
示为941.5万平方米和1074.3亿元。

值得注意的是，从上周后两个交易日

开始，地产股便集体发力。其中，包括珠江
实业、顺发恒业的地产股，接连封于涨停
位之上。昨日，珠江实业、顺发恒业两只个
股，继续上周的强攻态势，昨日再度封于
涨停位。而招保万金四大地产股，虽然近
阶段的股价表现并非夺人眼球，但其有条
不紊的上升幅度，也让不少投资者显得颇
为安心。仅从11月的三个交易日来看，万
科A实现的股价累计涨幅为4.26%；保利地
产股价的累计涨幅显示为5.76%；招商地
产和金地集团股价的累计涨幅则分别实
现了3.35%和5.19%。

本报讯 记者 孙琪 昨日中午，佛山
照明（ 000541）发布公告称，因涉嫌信息
披露违法违规，被证监会立案调查，虽说
佛山照明是被证监局立案调查的“ 常
客”，但获悉此消息的投资者还是选择谨
慎为上，导致昨日该股复牌后一度跌停。

周一开盘前，佛山照明（ 000541）、粤
照明!（ 200541）一起宣布临时停牌。

中午，佛山照明（ 000541）、粤照明!
（ 200541）同时公告，公司于2012年11月2

日收到《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调查通
知书》，通知称：“ 因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违
规，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有
关规定，我会决定对你公司立案调查，请
予以配合。” 公司将积极配合监管部门的

调查工作。
公告发出后，佛山照明复牌后一度跌

停，随后虽然股价有所回升，但始终在6.50
元上下波动，最终收报6.6元，跌幅为
4.21%。

值得注意的是，佛山照明此前多次卷
入调查。今年8月，佛山照明发布公告称，
公司董事长庄坚毅及董秘邹建平于近日
分别收到广东证监局发出的《 调查通知
书》，两人“ 涉嫌违反证券法律法规”，广
东证监局已决定立案调查。另外，今年7月
份，佛山照明还宣布，收到广东证监局行
政监管措施决定书，责令公司时任董事长
钟信才公开说明相关的关联交易。受此消
息打击，佛山照明一度接近跌停。

S*ST恒立：股改通过后
力争明年上半年恢复上市

余儒文 绘

万科A10月销售面积及金额 环比均略有上升

涉嫌信披违规 佛山照明复牌股价下跌4.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