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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见习记者 徐一鸣

节后以来，大盘逐渐走出“黄金
坑”的态势，研究机构普遍认为，根据
往年经验，即使市场面临环境不确定
的背景，A股春节行情依旧大有可为。

华安期货高级分析师曹晓军接受
《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2月 3
日，A股全线回调，国内商品期货大面
积跳水，有色金属也不例外。而随后
连续九个交易日，期货铜价企稳并小
幅回升，其他有色金属也在单日回调
后逐步反弹，主要缘于宏观逆周期调
节政策加码，令市场信心有所恢复。”

记者根据同花顺数据统计发现，2
月3日至2月14日，A股有色金属板块

市 场 表 现 亮 眼 ，期 间 累 计 涨 幅 达
5.04%，位居 28类申万一级行业涨幅
榜前列。

市场表现方面，赣锋锂业、洛阳钼
业、赤峰黄金、云南锗业、中飞股份、天
齐锂业、华友钴业、常铝股份等个股期
间累计涨幅逾10%。有研新材、和胜股
份、兴业矿业、紫金矿业、洛阳钼业等个
股实现连续5个交易日上涨（含以上）。

值得一提的是，赣锋锂业再次加
码资源布局，进一步巩固资源壁垒。

大单资金的积极涌入为个股上涨
提供了充足的空间。洛阳钼业期间累
计大单净额居首，达16.11亿元，天齐锂
业（8.59亿元）、紫金矿业（3.41亿元）、
贵研铂业（2.12亿元）、云南锗业（2.11

亿元）、吉翔股份（1.57亿元）、中色股份
（1.55亿元）、有研新材（1.24亿元）、赤
峰黄金（1.11亿元）等8只个股期间累计
均受到1亿元以上大单资金追捧。

事实上，有色金属行业热点题材
众多，不同子板块行情交替轮动。对
于钴概念，川财证券表示，近期进口钴
原料的运输受到一定限制，2月份钴产
量环比将出现下降。国内需求方面，
中长期来看，随着国产特斯拉产量持
续攀升，叠加 2020年国内新能源汽车
补贴政策将保持相对稳定，国内整个
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有望回暖，钴作为
上游原材料需求增加。

成长能力方面，有色金属行业的业
绩也在逐步改善。截至2月14日，已有

71家公司披露了 2019年年报业绩预
告，共有42家公司业绩表现预喜，占比
59.15%。报告期内，宏创控股业绩预期
较 为 亮 眼 ，净 利 润 有 望 同 比 增 长
4135.06%，沃尔核材、宁波富邦、云南铜
业、神火股份、园城黄金、锌业股份、西
部黄金、赤峰黄金、丰华股份等 9家公
司预计净利润同比增长200%以上。

从券商“淘股”路线分析，包括广
发证券、海通证券等在内的多家机构
近30日内发表研报看好其部分个股的
后市表现。统计显示，紫金矿业、华友
钴业、赣锋锂业、东睦股份、格林美、菲
利华、寒锐钴业、云铝股份、赤峰黄金
等9只个股被3家及以上机构给予“买
入”或“增持”等评级。

有色金属行业表现突出 机构揭钴概念股上涨原因

本报记者 张 颖

“科技引领未来，创新驱动发展。”
这句话在中国资本市场中正在不断被
诠释和演绎着。

自去年以来，科技股便站上风
口。创业板指 2019年上涨 43%，今年
以来上涨 15.08%，且迭创新高。业内
人士一致认为，本轮驱动创业板牛市
的主要动力来自于科技创新。

亦如俗语“强者恒强”，A股市场
中不断印证着这句话。春节之后的10
个交易日中，创业板指异军突起累计
涨幅达7.34%，而科技股为主的计算机
行业更是表现出众，累计总市值加权
平均涨幅达10.43%。

与此同时，在计算机行业的 228

只成份股中，分化明显，更是演绎出强
者恒强，弱者恒弱的特点。统计发现，
节后以来，有 124只个股累计实现上
涨，占成份股比 54.4%。另外，近五成
的个股则出现不同程度的下跌。

在牛股扎堆的计算机行业中，近
10个交易日累计涨幅超过20%的个股
达27只。其中，方直科技以93.87%的
涨幅位居计算机行业中的首位。优刻
得和安居宝紧随其后，累计涨幅分别
为81.9%和55.6%。

进一步梳理可见，在计算机行业中
（剔除月内上市新股），近 3个交易日，
股价创年内新高的个股达 62只，与此
同时，更有12只个股股价创历史新高。

具体来看，优刻得（81.95%、安恒
信息（41.06%）、山石网科（34.5%）、智

莱科技（32.9%）、卓易信息（29.3%）、中
新赛克（20.68%）、虹软科技（20.4%）、
普元信息（20%）、深信服（19.6%）、当
虹科技（15.9%）、宝兰德（9.3%）和诚迈
科技（9.2%）等 12只牛股节后累计涨
幅均超9%。

统计发现，在节后的 10个交易日
中，有 13只个股累计大单资金净流入
超1亿元。其中，用友网络、万达信息、
中科曙光和紫光股份等4只个股，期间
累计资金净流入均超 3亿元，分别为
6.29亿元、3.26亿元、3.24亿元和 3.18
亿元。

对于后市的投资，川财证券提
出，科技战“疫”，行业长期逻辑不
变。首先，在抗疫过程中，我国的科
技行业展现了突出的产业链协同能

力。医院的信息化建设体现了中国
速度，运营商快速帮助火神山建设 5G
网络，紫光及旗下新华三继火神山医
院后再向雷神山医院捐赠全套网络
及安全设备；华云数据将免费提供医
院信息化建设相关超融合云一体机
产品及服务。其次，疫情下催生远程
办公、在线教育、云游戏等。由于春
节假期的延长，远程办公软件的用户
访问量上升，据搜狐报道，腾讯会议
每天都在进行资源扩容，日均扩容云
主机 1.5万台。在线教育模式也在各
地方推行。长期来看，云经济将是中
国经济腾飞的重要引擎。落实到行
业本身，2019 年我国软件服务收入
71768 元，同比增长 15.4%，表明行业
景气度较好。

硬核科技引领计算机业 12只个股创新高

本报记者 吴 珊

伴随A股市场从超跌反弹的交易
期进入渐趋理性的配置期，医药板块
也从脉冲式飙升过渡到震荡式盘整。
即便如此，医药板块月内累计涨幅依
然达到5.30%，位居申万一级行业第三
名。

个股方面，2月 3日至 2月 14日，
169只医药股实现不同程度的上涨，占
比超过五成。博瑞医药、英科医疗、博
腾股份、海正药业、博雅生物、海南海
药、普门科技等 7只个股期间累计涨
幅均在30%以上，进一步梳理发现，最
近 5个交易日中，15只个股股价创出
历史新高，47只个股股价创年内新高。

“医药股的投资机会仍然值得关
注。”受访机构普遍表示。与此同时，
也有业内人士提示，随着时间的推进，
场内投资者会逐渐优化选择，没有业
绩支撑或者单纯靠热点进行炒作的个
股，股价最终会逐渐回归理性。

《证券日报》记者根据同花顺数据
统计发现，截至 2月 14日，共有 194家
医药行业上市公司披露 2019 年年报
或年报业绩预告，129家公司实现或有
望实现 2019年净利润同比增长，占比
66.49%。从净利润同比增幅来看，包
括新华医疗、九安医疗、华海药业、特
宝生物、天宇股份、浙江震元、兴齐眼
药等在内的 18家医药行业上市公司
2019年净利润有望实现同比倍增。

随着 2019 年年报陆续披露，“业
绩为王”又将占据主导，事件性机会已
接近尾声，华林证券预计未来医药股
分化会加剧。

虽然战“疫”对医药企业的长期投
资价值影响较小，但是行业整体发展
趋势仍被看好，2月份以来，包括国泰
君安证券、西部证券、申万宏源证券、
渤海证券等在内的 37家券商发布 54
份研报力挺医药行业后市表现。

其中，长城证券建议重点关注四
条投资主线：1.创新药研发；2.医疗器
械需求；3.消费习惯改变；4.龙头企业
下跌后的机会。湘财证券则坚持业绩
为王，布局路径包括：首先，制药投资
机会主要在创新药及相关产业链上，

坚持“品种至上”。其次，医疗服务投
资标的选择上以商业模式成熟且业绩
较为确定的标的为主。再次，医药商
业和中药行业上，建议关注“偏消费”
模式的标的，以及在互联网、电商推动
下具有模式创新的投资标的。最后，
医疗器械的选择上，建议关注高端器
械及进口替代带来的投资机会。

从重点推荐标的来看，2 月份以
来，共有 78只医药股获机构给予“买
入”或“增持”等看好评级，片仔癀、迈
瑞医疗、恒瑞医药、安科生物、乐普医
疗、爱尔眼科、天坛生物、万孚生物、健
帆生物、贝达药业等 10只个股可谓是
机构扎堆推荐的“十大金股”，月内机
构看好评级家数均在5家及以上。

医药股超跌反弹 券商54份研报挖掘板块配置机会

本报记者 赵子强

鼠年春节开盘后，由于《中央一号
文件》的利好提振，农林牧渔板块中部
分个股表现突出，牧原股份、大北农等
个股期间涨幅超过 20%。统计显示，
节后板块内个股总市值加权平均涨幅
达9.82%，排名申万一级行业第二位。

对于农林牧渔板块的上涨，券商
分析人士认为，主要有三方面：第一，2
月 10 日公布的 1 月份 CPI 同比上涨
5.4%，涨幅比上月扩大 0.9个百分点，
创近8年来的新高，通胀是农林牧渔板
块活跃的驱动器；第二，从历史经验来
看，每年的年初往往是农业政策的密

集期，农林牧渔板块对政策敏感度提
升。第三，受疫情影响，农林牧渔板块
出现了明显的回调，但部分子板块
2020年仍有着较强的基本面支撑和政
策预期。

从个股的市场表现来看，2月 3日
至2月14日，板块内40只个股上涨，占
交易个股的比例 47.06%。牧原股份、
大北农、敦煌种业、北大荒、申联生物5
只个股期间涨幅超过 20%。其中，猪
肉概念股牧原股份以区间上涨29.79%
排名第一，并创出历史新高，成为节后
板块中的强势领涨股。

融资融券数据显示，上述区间板
块中的 41只融资融券标的中有 13只

获得融资净买入，合计3.48亿元，其中
牧原股份区间融资净买入额达到 1.03
亿元。

从资金流向来看，上述区间资金
主动净买入板块中的 46只个股，占比
54.12%。资金主动净买入超过 1亿元
的个股有12只，合计53.55亿元，其中，
前 3 位 的 个 股 分 别 为 ：牧 原 股 份
（205180.01万元）、新希望（84713.39万
元）、温氏股份（52558.60万元）。

股价涨幅、融资净买入额和资金
流入均排名第一的牧原股份，券商分
析人士认为，作为生活必需品的猪肉
消费需求相对刚性，且供给缺口仍是
2020年主要矛盾。在新冠肺炎疫情影

响下，生猪行业较高的业绩能见度可
能会重新获得市场青睐，建议关注温
氏股份、唐人神等生猪养殖股超跌后
的估值修复机会。

从业绩来看，2019年业绩预告显
示出农林牧渔行业的成长性良好。板
块中已发布业绩预告的公司有 53家，
预增14家、续盈1家、扭亏9家和略增5
家，合计预喜公司达30家，占比56.6%。

从机构评级角度来看，近 30日板
块内有 23家公司获得机构的推荐评
级。其中，生物股份获得机构7次买入
评级，2次增持评级，位居首位。牧原
股份、温氏股份和瑞普生物排其后，30
日内被机构推荐次数均在5次以上。

三因素助农林牧渔板块 融资客买入13只个股

本报记者 张 颖

“疫情期间，生活必需品短期需求
提振。由于封城、小区封闭管理等举
措，消费者居家时间变长，预计会增加
生活用纸的使用时间和使用频次。另
外，消费者为了减少外出活动，可能会
采取囤货等行为。短期来看，疫情对生
活用纸销量有提振作用。长期来看，我
国人均用纸消费量提升空间较大，看好
销量增长和集中度提升。”天风证券的
一位研究员对《证券日报》记者如是说。

在多家机构看好中，春节后近 10
个交易日，轻工制造板块累计总市值
加权平均涨幅4.93%，位居申万一级行
业第五名。

在轻工制造行业的 131只成份股
中，记者统计发现，节后以来 10个交

易日，（剔除月内上市新股）有 25只个
股期间累计实现上涨。齐心集团、鸿
博股份、乐凯胶片、新通联、海顺新材
和威华股份等个股累计涨幅均超
10%，分别为 25.1%、21.9%、16.4%、
14.8%、13.4%和10.5%。

从资金方面看，在节后的 10个交
易日中，有 29只个股受到大单资金追
捧，其中，公牛集团和鸿博股份等两只
个股资金净流入均超 1亿元，分别为
6.67亿元和1.05亿元。

中银国际证券分析师认为，截至
2019年四季度，轻工制造板块基金重
仓持股比例为 1.03%，低配 0.27%，子
板块中，仅文娱用品、家具分别实现
0.06%、0.01%的超配，基金重仓持股比
例分别为 0.24%、0.30%，位列板块前
二；造纸业紧随其后，重仓持股比例为

0.23%，低配0.04%。
资金偏好业内优质龙头企业。长

城证券表示，晨光文具持股基金数 79
只，为轻工行业内最受关注的标的，其
次为太阳纸业、顾家家居、索菲亚、欧
派家居等造纸家居龙头公司。

值得关注的是，北上资金大幅增
持定制家居及生活用纸龙头标的。中
银国际证券分析师认为，近期索菲亚、
中顺洁柔、欧派家居、志邦家居的陆股
通持股占流通股比例明显攀升，截至2
月 12 日，占比分别为 27.8%、20.4%、
17.9%、5.3%，较去年末上升 2.9%、
5.8%、4.1%、3.4%，反映出北上资金对
定制家居龙头企业及稳健成长型生活
用纸龙头企业的青睐。

天风证券认为，2003年“非典”期
间，分板块来看，在疫情发展期，各板

块均小幅上升，期间家用轻工板块多
次跑赢沪深 300 指数。在疫情严峻
期，家用轻工板块受疫情影响降幅最
大，其次分别为包装印刷板块和造纸
板块。疫情衰退期，各板块均大幅下
降，直至 2003年 11月份才开始回升，
其中家用轻工板块在2003年8月份至
9月份期间波动相对较小，且 11月份
回升较快。

中银国际证券表示，随着疫情逐
步得以控制，可选消费品将逐步恢复，
其中家居需求有一定刚性，叠加竣工
回升趋势的传导，二季度后的需求恢
复确定性较强，推荐精装工程能力较
强的厨柜系龙头欧派家居、志邦家
居。此外持续看好下游的盈趣科技，
以及行业格局不断优化的造纸龙头太
阳纸业。

短期需求提振轻工板块 资金偏好优质龙头企业

本报记者 李万晨曦

2020年的春节对武汉人来说，注定
比往年特殊。除夕前一天（1月 23日）
上午10点，武汉宣布“封城”，1000万人
口的城市自觉与外界“隔离”。2月 12
日，武汉“封城”已经进入第 21天，这么
长时间的封城，市民生活物资供应情况
如何？能有保障吗？带着这些疑问，

《证券日报》记者来到上市公司武商集
团旗下的武商超市进行采访。“抗击疫
情，保障居民的物资供应十分重要，武
商集团作为湖北省本土上市商业企业，
对旗下武商超市提出了‘保供应、稳物
价、惠民生’的服务宗旨，疫情不除，战
斗不停，坚持在一线保障人民物资需
要。”武商集团超市总经理朱曦对《证券
日报》记者说。朱曦表示，武商超市省
内70多家门店始终正常营业、总部的5
个应急小分队随时待命在保供第一线，
逾万名武商超市人一直默默无闻地奋
斗着。武商人是勇敢的“逆行者”，他们
和许许多多坚守在保障供应第一线的
零售服务员一样，始终战斗在战疫情保
供应的第一线。

“封城”不“封业”
保供应 稳物价

“是武商超市吗？想问一下，你们
明天还营业吗？”

“我们每天都会营业，营业时间为
早上 10点到下午 5点，封城的每一天，
我们都在！”

“网上说白菜价格上涨了很多，这
是真的吗？”

“我们超市的所有菜品都会保证供
应，不涨价。”

“超市人多不多，会不会不安全？”
“超市每天早晚消毒，所有顾客员

工都要求戴口罩、测体温进入卖场。”
从1月23日封城的那一刻开始，武

商集团超级生活馆的熊海云店长每天
会接到无数个询问电话，但是，她都耐
心地给对方解答。耐心解释、稳定人
心、保证民生是她刻在心里的使命。这
就是奋战在超市为市民提供生活必需
品保障的武商一线员工工作状态的缩
影，

1月 23日武汉“封城”当天，对于突
如其来的管制措施，武汉市民一时不知
所措，纷纷涌向超市抢购生活用品。武
商集团旗下的超市公司第一时间成立

“保供应工作小组”，对货源储备、安全
保障、环境消杀、员工防护等方面，进行
综合领导与专项管理。

当天上午，武汉市内的武商集团超
市门店蔬菜销量较同期增长了 4 至 5
倍，面对倍增的物资需求，武商集团超
市迅速寻求货源，扩大货源储备。

晚23时，武商集团超市配送中心灯
光通明。20吨蔬菜、10吨肉类正在入
库，600件口罩、8000件方便面正在发往
全省门店。

1月 24日，武商集团超市在保证货
源的同时，在武汉市内门店推出十款重
点蔬菜单品限价销售：白萝卜、大白菜、
包菜限价 2.98 元/斤，并保证货源充
足。番茄、豌豆角、芜湖椒、红菜苔、黄
瓜、蒜苗、莲藕等一律执行最高限价，要
求全部悬挂POP在现场公示。

2月 5日，“封城”第 14天是封城之
后又一个销售高峰。由于传言超市要
闭店，当天武商集团亚贸店超市入口处
排上了一条长队。见此情景，超市赶紧
组织工作人员一方面在入口限制人流，
防止拥挤造成风险；一方面给市民解
释，网上传言超市闭店不实，超市只是
为了安全才闭店消杀作业。由于超市
工作及时有效，虽然当天购物市民较多
但十分有序，蔬菜区品种丰富，货架满
满当当。其实，超市满满当当的货架后
面，承载的是武商集团超市保障团队的
艰辛，叶剑雄和他的团队已经为此坚守
了二十多个日日夜夜。

叶剑雄是武商集团超市采购部高
级经理。从1月22日开始，许多超市出
现了抢购潮，门店蔬菜供应告急。叶剑

雄每天要打 300多个电话，不断地与重
庆、云南、山东等地供应商联络，拜托他
们加大供应量，多方协调运配送问题。
1月 25日，为了平抑物价，武商集团超
市在市内 28家门店推出一元一斤的土
豆和白萝卜，从初一到初六投放总量超
过 120吨。叶剑雄一边联系货源，一边
深入市内各家门店现场指导、搜集顾客
反馈。在从一家门店到另一家门店的
路上，他的除夕大餐、大年初一的第一
餐，都是靠几片面包、一瓶矿泉水解决
的。

大年初二凌晨两点，叶剑雄的电话
一阵铃声响起。电话那头是重庆的司
机师傅。他们车上装着重庆驰援武汉
的 360吨蔬菜。但是，师傅们对武汉道
路不熟悉，叶剑雄便时刻和他们保持电
话联系引导司机送货路线。早上十点，
这批带着重庆人民爱心的蔬菜终于抵
达武汉。顾不上已经熬红的双眼和嘶
哑的声音，叶剑雄和他的团队早上 7点
不到便赶往配送中心等待分拣、入库、
下单、配送。当晚七点，当配送中心装
满商品的车辆陆续发往门店时，叶剑雄
才匆匆回到办公室，一碗泡面之后，他
又开始案头工作。“越是危急时刻，稳定
菜篮子价格越重要。我们持续补货，供
应有保障，顾客才会心安。如果能保障
武汉人的一日三餐主副食品，我们再多
辛苦也值了！”对于自己的付出，叶剑雄
淡然地对记者说。

为火神山雷神山医院
建设者抢供物资

除了每天正常营业外，武商集团超
市从大年初一起，一直为中建三局火神
山、雷神山项目的建设者提供物资。无
论品种多少、金额大小，武商集团超市
要求24小时接受建筑基地的订单，并在
第一时间配送到位。从大年初一至今，
武商集团超市为基地建设者共配送 30
车次近5000箱商品。

武商集团珞喻店承接了火神山、雷
神山项目部分物资供应工作，包括口
罩、被子、饮用水、方便面等生活必需
品。门店陈颖店长负责每天 24小时接
收订单、组织货源的工作。陈颖一手抓
门店正常经营活动，一手抓火神山、雷
神山物资配送。在繁重的工作面前，陈
颖始终坚守岗位、冲锋在前，发挥了一
名党支部书记的“领头雁”作用。

2月 1日晚，超市公司接到一客户
电话，要求购买一批慰问物资送到雷神
山医院，并要求次日必须送到。武商集
团超市江夏店迅速行动，联系总部采购
部、配送中心，组织货源、调度车辆，2月
2日下午两点，所有商品全部装车按时
送达雷神山医院。

超市响起
“武汉加油”声

1月 27日，武昌区武商集团超市武
泰闸店内响起了“武汉加油”的呐喊声。

1月 27日农历正月初三中午，李克
强总理来到超市，在4号收银台前，总理
问：“大家习惯吗？”有一个戴着口罩的
小伙子回了一句：“不习惯也要习惯呀，
大家一起扛过去嘛！”李克强又问：“能
扛得过去吗？”

“我当时非常激动，第一次近距离
见到总理，而且就在我旁边，我们大声
地答道：‘肯定扛得过去！’总理立刻点
头，连喊三声‘武汉’，我们一起喊：‘加
油、加油、加油’”。武泰闸店的收银员
梁语回忆道。

“我当时眼泪都出来了，总理给了
我们这么大的信心，在这特殊的时期，
我们一定要不怕困难，更要站好每一班
岗，为人民群众服务。”梁语对记者说。

武商集团董事长陈军当场向李克
强总理做出“保证完成任务”的承诺。
陈军表示，抗疫保供工作进入攻坚阶
段，武商人将发扬“越是困难越向前，越
是艰险勇争先”的武商精神，拼尽全力
做好“保供应、稳物价、惠民生”工作，坚
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

武商集团坚守保供第一线：
“我们超市所有菜品不涨价”

编者按：春节后的10个交易日里，A股市场在首日跳空低开后便展开了一轮强劲的反弹。截至2月14日收盘，上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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