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ARKET OBSERVATION市场观察 BB112022年5月21日 星期六

本版主编 袁 元 责 编 汪世军 制 作 曹秉琛
E-mail:zmzx@zqrb.net 电话 010-83251785

本报记者 殷高峰 李乔宇

连续经历8个跌停后，ST凯撒行情
突变。5月20日，ST凯撒高开后震荡，在
10点6分左右放量封至涨停，直至收盘，
最终报收5.6元/股。但与4月13日的高
点13.38元/股相比，跌幅仍达58.15%；
若按涨停前一交易日的收盘价5.33元/
股计算，本轮跌幅高达60.16%。

5月5日，凯撒旅业被实施风险警
示并停牌，证券简称变更为“ST凯
撒”。5月6日复盘后，ST凯撒股价跌
停，随后又连收7个跌停。5月18日，
ST凯撒股价最低跌至5.22元/股，创
近7年来新低。

ST凯撒在5月20日的股价表现并
非孤例。同花顺数据显示，当日，景点
及旅游板块指数涨逾2%，在21只旅游
概念股中，有19只股价上涨。其中，
*ST西域大涨10.34%，大连圣亚（涨
10%）、ST凯撒（涨5.07%）报收涨停。

旅游业在风险中求变

受疫情反复的影响，作为出境游
旅行社巨头的ST凯撒被实施风险警
示，难免有些令人唏嘘。在出境游何
时恢复尚不明朗的背景下，ST凯撒面
临的经营困局也在市场预料之中。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
院教授魏翔对《证券日报》表示，疫情
对旅游产业链企业带来沉重的打击，
只有足够大、足够专的企业才能穿越
周期存活下来。“大”是指能在疫情期
间做大流量和规模；“专”是指实施差
异化战略或垂直聚焦战略。能够在
疫情中存活下来的旅游企业，将为后
疫情时代的旅游业发展指明方向。

“活下来”已成为当下旅游企业的
重要目标。为了这个目标，ST凯撒已经
在改革方面做出来努力，不仅将国际游
业务陆续向国内游业务转移，还将扩大
业务范围、做精做细垂直领域、构建差
异化优势作为转型的重要方向。

ST凯撒方面相关负责人对《证券
日报》记者介绍称，2021年，公司积极
谋求转型发展，提出了新零售、食品、
目的地、旅游“四轮驱动”式发展战
略。一方面，将业务重心逐渐转至国
内，在拓宽和丰富产品品类的同时，
尝试拓展新的产品升级模型，顺应疫
情常态化下的国内游市场特点。
2021年，ST凯撒的业务版图中出现了
红色出行、凯撒亲子营、食味中国、露
营生活、趣游房车、随心而驾等主题

旅游产品。此外，公司还研发了以定
制游、私家团、小众目的地包机为主
的国内特色旅游产品。另一方面，ST
凯撒在国内市场旅游板块、配餐板
块、新零售板块、目的地板块以及海
南市场区域战略布局领域也都有所
突破。

政策利好提振行业信心

“一季度业绩报告显示，ST凯撒
营业收入同比继续下降，但亏损额却
在收窄，预示其转型已取得一定成
果。”戊戌资产合伙人丁炳中博士对

《证券日报》记者谈道，“站在长期发
展的角度，行业的至暗时刻往往也是
迎来转机之时。旅游企业在相关政
策的扶持下，业绩改善值得预期。”

5月份以来，各地纷纷出台支持
旅游业发展的纾困帮扶举措。5月11
日，中国人民银行武汉分行会同省文
化和旅游厅联合发布《金融支持湖北
省文化旅游行业稳企纾困专项行动
方案》，提出10条政策措施，最大程度
降低疫情对湖北省文旅企业的冲
击。同时，年内湖北省银行业金融机
构拟对文旅行业新增授信237亿元。
5月12日，福建省文旅厅印发《关于支
持文旅行业恢复发展的纾困帮扶措
施》，拟对符合条件的旅行社暂退或
缓交旅游质量保证金。此外，湖北、
宁夏、四川、云南、江苏、山西等多地
亦发布相关扶持政策。

因此，尽管当前旅游业深陷经营
困境，仍有不少业内人士对行业前景
表达了乐观预期。

陕西社科院文化旅游研究中心
主任张燕告诉《证券日报》记者，从目
前情况看，出境游短期内的经营情况
仍不容乐观。但国内游今年可能会
出现恢复性增长。国内游目前大都
是粗放式的，潜在发展空间还很大。

据央视新闻报道，证监会副主席
王建军日前公开表示，未来证监会将
推出更多扩大开放的务实举措，研究
出台新的政策举措，支持受疫情影响
严重的地区和行业加快恢复发展，支
持上市公司通过再融资、并购重组等
方式克服疫情影响，快速走出困境。

ST凯撒相关负责人对《证券日
报》记者表示，“此举对上市旅游企业
来说是实实在在的利好。旅游企业
如果能通过再融资获得新的资金，可
极大缓解财务压力，减轻企业经营负
担，加快自行活血。”

ST凯撒股价腰斩后涨停
政策利好提振旅游业信心

本报记者 吴文婧
见习记者 冯思婕

5月20日，合盛硅业抛出非公开
发行A股股票预案，拟以66.3元/股的
价格发行不超过1.06亿股，预计募资
不超过70亿元，用于补充公司流动资
金。本次定增发行对象为罗燚和罗
烨栋，二人均为合盛硅业股东、实际
控制人，罗燚担任公司副董事长，罗
烨栋担任公司董事、总经理。罗燚与
罗烨栋将以现金方式各自出资35亿
元参与本次定增。

中泰证券研报显示，合盛硅业是国
内硅基新材料行业中业务链最完整、生
产规模最大的企业之一，公司的工业硅
和有机硅单体产能均位居全国首位。
工业硅是下游光伏材料、有机硅材料、
合金材料的主要原料；有机硅由于其耐
高温、耐候、电气绝缘、地表面张力等优
异性能，在建筑、电子电气、纺织、汽车、
机械、皮革、造纸、化工轻工、医药医疗、
军工等行业得到广泛应用。

记者注意到，本次是近两年来合
盛硅业实控人罗氏家族第二次大手
笔参与定增。公司2020年度定增新
股于2021年6月18日上市，募资总额
25亿元，同样由罗燚、罗烨栋以现金
方式认购，二人各出资12.5亿元。

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商学院数字
经济与金融创新研究中心联席主任、
研究员盘和林在接受《证券日报》记
者采访时表示，企业实控人屡屡出手
现金包揽定增的举措，彰显了罗氏家
族对合盛硅业未来经营的信心。

“光伏行业当前走在发展快车道
上。一方面，光伏技术日趋成熟，光
伏能量转化率提高，光伏发电效益提
升，具备很强的投资吸引力；另一方
面，在“双碳”目标下，国家对光伏发
电的支持力度日趋增强，光伏产业景
气度处在上升趋势中。随着能源价

格的上涨，实控人对公司的经营也越
来越有信心。”上述专家表示。

尽管合盛硅业表示此次定增70亿
元将全部用于补充现金流，但公司的扩
产之路早已起步。仅在2021年，公司就
启动了水电硅循环经济项目、多个煤电
硅一体化项目等，总投资超160亿元。

此外，合盛硅业于今年开始建设
的新疆多晶硅项目预估投资金额达
175亿元，项目建设内容为20万吨/年
多晶硅装置，10万吨/年烧碱装置，以
及配套公用工程和辅助工程。该项
目预计于2023年第二季度正式投产。

北京特亿阳光新能源科技有限公
司总裁祁海珅则告诉《证券日报》记者，

“拥硅为王”的时代已经来临，“强链”“补
链”动作正当其时，在产品需求旺盛的同
时，向下游传导价格的能力也较强。

祁海珅进一步分析：“合盛硅业
作为硅材料的龙头企业，其有机硅、
工业硅和多晶硅等产品都较受市场
欢迎，产品也出现不同程度涨价，作
为‘工业味精’的有机硅下游需求旺
盛，我国日化品用有机硅市场相对于
发达国家还有很大增长空间，硅材料
已出现量价齐升的格局。在节能减
排的大背景下，作为化工产品的有机
硅产品需求用量也会随着消费升级、
新能源应用、电子产品等市场的旺盛
需求而同步得到提升。”

对于合盛硅业大手笔布局的多晶
硅，盘和林则认为，尽管多晶硅的市场
价格较为便宜，但总体上能量转化率
低于单晶硅，在性价上存在争议。“介
于当前能源价格在高位，电力在短缺
状态，未来无论是单晶硅还是多晶硅
的需求都会比较旺盛。相对来说，单
晶硅和多晶硅存在竞争关系，单晶硅
的市场普及可能会对多晶硅未来市场
扩张带来一定压力。从大方向上看，
多晶硅需求还很旺盛，因为光伏行业
景气度高，带动了需求。”

实控人70亿元包揽定增
合盛硅业进一步拓展全产业链布局

本报记者 赵子强
见习记者 任世碧

二季度以来，公募基金调研A股
的热情稳步攀升。同花顺数据显示，
二季度以来，有913家A股上市公司获
公募基金调研。其中，84家公司均获
50家及以上公募基金扎堆调研；歌尔
股份、洽洽食品、迈瑞医疗、紫光国微、
君实生物、立中集团等6家公司均获
100家以上公募基金密集调研。

在近期参与调研的公募基金名单
中，不乏易方达基金、中欧基金、兴证
全球基金、信达澳亚基金、汇添富基
金、景顺长城基金等头部基金公司，张
坤、葛兰、谢治宇、冯明远、胡昕炜、刘
彦春等六大顶流公募基金经理纷纷在
调研中现身。

87家公募基金调研超30次

从调研情况看，二季度以来，有87家
基金公司调研A股次数超过30次。其中，
张坤、葛兰等六大顶流公募基金经理亲
自出马，对14家A股公司进行了调研。

二季度以来，易方达基金经理张
坤调研了国际医学、海康威视；中欧基
金经理葛兰在5月5日调研了上声电
子；兴证全球基金经理谢治宇调研了
健友股份、立讯精密、南网科技、新和
成、联化科技等5家公司；信达澳亚基
金经理冯明远调研了博彦科技、广和
通；汇添富基金经理胡昕炜调研了三
全食品、朗姿股份、思瑞浦、伟星股份
等4家公司；景顺长城基金经理刘彦春
在4月28日调研了立讯精密。

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的川财
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研究所所长陈雳表
示，“从顶流基金经理调研的品种来看，
更多偏向于业绩稳定、估值合理，同时
具备行业龙头地位的上市公司。这些
公司拥有自身的护城河，具备较强盈利
能力，具有长期稳定的成长空间。”

4月16日，海康威视披露的近期机
构调研情况显示，公司在二季度以来
受到67家公募基金的扎堆调研，调研
方明星云集，不仅汇聚了易方达基金
经理张坤为代表的众多顶流公募基金
经理，还包括高毅资产邓晓峰、和谐汇
一林鹏等私募大佬。海康威视作为安
防行业的龙头企业，一直是公募基金

的重仓股。2021年基金年报数据显
示，张坤、刘彦春、谢治宇等顶流基金
经理掌舵的公募基金均持有海康威视
的股份。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
张坤管理的易方达蓝筹精选混合基金
曾对海康威视减持100万股，减持后仍
持 有 1.26 亿 股 ，占 流 通 股 比 例 的
1.38%。

除海康威视之外，公募“一哥”张
坤还在4月28日线上调研了国际医学，
这也是张坤今年以来第三次调研该公
司，该公司是辅助生殖技术领域的龙
头企业。

公募“一姐”葛兰在5月5日调研了
汽车声学产品供应商上声电子。该公
司的车载扬声器在全球乘用车及轻型
商用车市场的占有率为12.92%，国内
市场占有率排名第一。

还有多位顶流公募基金经理调研
了中小市值细分行业龙头企业。其
中，兴证全球基金经理谢治宇在4月27
日调研的健友股份，是中国肝素原料
药生产领域的龙头企业。截至一季度
末，谢治宇管理的兴全合润、兴全合宜
两只基金分列该公司第五、第六大流
通股股东，且持仓较2021年四季度末

分别提升0.44%、0.11%。

科技赛道是重点调研领域

公募基金对业绩增长良好的上市
公司调研次数更为频繁。统计数据显
示，在上述913家公募基金调研的A股
上市公司中，有560家公司今年一季度
实现归母净利润同比实现正增长，占
比逾六成。其中，有138家公司一季度
归母净利润实现同比翻番。

在所属行业方面，二季度以来获
公募基金调研的913家公司涉及31类
申万一级行业，医药生物、电子、机械
设备、计算机、电力设备等五大行业获
公募基金调研的公司家数排名居前，
合计达到468家，占比逾五成，成为公
募基金二季度以来重点调研的对象。

“获公募基金二季度以来重点调
研的五大行业企业的股价，经历了前
期市场大幅回撤后，估值已具有一定
安全边际。一方面，这些行业都处于
高景气周期，未来市场需求有望持续
增长；另一方面，机构关注的五大行业
均属于国家政策重点扶持的行业，符
合未来经济发展方向，行业成长空间

巨大，其中的龙头企业盈利更是稳定
可靠，业绩有望不断改善。随着A股
市场逐步回暖，投资情绪逐步趋稳，科
技类龙头品种有望迎来估值修复机
会。”安爵资产董事长刘岩对记者表
示。

陈雳分析认为，受集采影响，医药
生物行业股去年整体跌幅较大，但部
分细分领域的公司业绩表现仍较好，
比如与抗疫相关的医药企业，因此在
二季度以来受到公募基金的密集调
研，其中调研次数较多的医药企业主
要集中在“新冠特效药”相关产业链
中。此外，电力设备板块短期受到原
材料价格不断上涨的影响，中下游企
业利润出现下滑，但从长期发展前景
来看，无论是新能源汽车领域还是光
伏领域，仍处于高速发展阶段，因此具
备较高的投资价值。

排排网旗下融智投资基金经理胡
泊对记者表示，“维持高景气度的新能
源、科技等赛道仍是未来中国经济发展
的主要方向和产业升级的重点，绝大部
分企业都是成长企业，在经过前期的充
分调整后，投资价值已逐步显现，因此
吸引了众多公募基金扎堆调研。”

913家公司二季度以来获公募基金调研
六大顶流基金经理重点关注细分行业龙头

本报记者 赵子强
见习记者 楚丽君

二季度以来，上证指数在探底后
震荡回升，步入磨底期。在此期间，
券商加快对A股上市公司调研的步
伐，为挖掘优质资产做好准备。

同花顺数据显示，二季度以来，A
股市场共有987家上市公司获券商调
研，与去年同期券商调研的780家公司
相比，同比增长26.54%。有394家上
市公司接待了10家及以上券商调研，
占比近四成。其中，洽洽食品（63家）、
闻泰科技（60家）、君实生物（57家）、天
合光能（57家）、爱美客（56家）、迈瑞医
疗（56家）、中望软件（55家）、格林美
（55家）等8家公司获55家及以上券商
调研。

“券商重点调研的上市公司大多
是优质赛道的代表企业，具有的共同
特点是行业景气度高、龙头企业业绩
增速快、机构持仓占比高。”冬拓投资
基金经理王春秀在接受《证券日报》记
者采访时表示，“基于相关行业和龙头
公司的基本面，我们看好成长股的投
资机会。”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上 述 被 券 商
密 集 调 研 的 394 家 公 司 中 ，有 206
家公司同时获得其他机构投资者
的高度关注，均被 100家及以上机

构调研。

四大特征揭示投资潜力

记者对相关数据进一步梳理后发
现，上述987家获券商调研的上市公司
主要呈现四大特征。

一是业绩增长公司占比高。有591
家公司今年一季度归母净利润实现同
比增长，占比近六成；有123家公司今年
一季度归母净利润均实现同比翻番。

二是股价调整充分。二季度以来，
上述987只个股中，有718只个股下跌，占
比超七成。其中，古鳌科技、美诺华、京
北方、盘龙药业、普利制药等5只个股期
间累计跌幅均超37%，回调幅度较大。

三是超百家企业获券商持有。
部分绩优股前期已获券商布局。截
至今年一季度末，上述公司中，有
111家公司的前十大流通股股东中
出现券商身影，合计持股数量为7.62
亿股。其中，海康威视、青岛银行、
海亮股份、远兴能源、无锡银行、大
华股份等6家公司的券商持股量均
超3000万股。

四是机构给予看好评级的个股占
比多。最近一个月，有742只个股获机
构给予“买入”或“增持”等看好评级，
占比超七成。其中，有336只个股获机
构看好评级次数均在5次及以上，珀莱

雅、贝泰妮、芒果超媒、爱美客、欧派家
居、泸州老窖、三七互娱等7只个股获
看好评级次数均在30次及以上。

金百临咨询资深分析师秦洪在
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作为卖方分析机构，券商调研的重
点首先是看公司是否合规、是否符
合产业发展方向、业绩是否具有成
长性。被券商集体调研的上市公
司，大概率是优质企业，至少在产业
方向、业绩成长潜力方面具有一定
的独特性。但具体是否有投资机
会，还需考虑到市场主流资金对这
些标的是否认可。

巨泽投资董事长马澄对记者表
示，从二季度获券商调研的公司情况
来看，体现出两大偏好：一是消费股较
多；二是成长股较多。消费股经历前
期调整后，估值优势凸显，券商在当前
点位密集调研、为日后战略性布局做
好准备是非常好的时机。成长股经过
一波“去泡沫”后，目前估值优势同样
凸显，而且未来成长空间大、成长性
好，当前也是长线投资者进行分批配
置的好时机。消费和成长两个赛道不
仅仅具有估值优势。

五大行业获重点调研

按照申万一级行业分类，上述

987家被券商调研的公司中，医药生
物、电子、机械设备、计算机、电力
设备等五大行业个股占比较多，分
别达到122家、113家、103家、75家、
74家。

马澄认为，上述几大行业的投
资逻辑各不相同。其中，医药生物
行业的投资逻辑是，受医药集采的
影响，该板块股价已回调充分，估值
优势凸显；同时，在中国加快步入老
龄化社会的背景下，医药生物行业
长期向好的逻辑不改。电子行业的
投资逻辑在于，在过去两年因疫情
防控较好，电子行业出口大增，维持
较高景气度。计算机行业受益于

“东数西算”工程的启动，我国大数
据产业发展提速，将带动计算机行
业相关公司业绩的增长。电力设备
行业主要是受益于政策的支持，不
管是短期还是长期，相关企业的业
绩都会有较大提升。

王春秀表示，从调研方向上来看，
券商重点调研的行业大都是成长性行
业。从去年年底以来，成长类股票特
别是机构重仓股和赛道股都出现大幅
调整，很多股价甚至被“腰斩”。从调
整的时间和幅度来看，本轮调整已非
常充分，随着疫情逐渐好转和机构投
资者陆续回补仓位，成长股的投资价
值将逐步显现。

987家公司二季度以来获券商调研
四大特征揭示投资潜力

编者按：今年二季度以来，A股市场一度震荡探底，上证指数最低跌至2863.65点。随后，反弹如约
而至，一直延续至本周末。分析人士普遍认为，目前是A股磨底期，也是较好的布局窗口。至于布局
的方向，二季度以来机构调研数据在一定程度上有所反映，可为投资者提供参考。为此，《证券日报》
特别推出关于基金、券商两大机构调研的专题报道，以飨读者。

基金与券商二季度以来调研路线图现身
揭示磨底期机构布局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