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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市场研判   

上半年 A 股市场，沪指从年初的 3103 点反弹涨至 3295 点，而后在严监管和去

杠杆等多重压力下，展开新一轮调整，最低下跌至 3016 点后企稳反弹，以 3192 点收

官上半年行情。近 1 个多月，市场持续进行反弹，空间到达一个关键压力位，3195

上面是 2、3、4 月份一个巨大的 M 头，还有几千亿认为雄安千年大计会带来牛市突

破而 3301 点附近追进去的套牢资金，由此市场向上突破运行存在着较大压力。总体

来看，市场中的白马品种和成长品种轮动交替上涨，二者均有一定表现，总体格局

向好，但是量能不足始终制约着市场行情向更大的空间发展。从技术上看，大盘周

K 线再度收阳，创两月以来周线收盘新高的同时，也突破了近两周的整理平台，周

线级别中期上升趋势得到进一步确认，7 月份或将尝试重回 3200-3300 点大区间！同

时，上证历史经验揭示，周线级别缺口一般会回补，上方缺口(3230-3238)是 4 月底出

现的，目前来看，随着指数上周成功站上 20 周线，经过充分蓄势后，未来存在补缺

口的可能。6 月末市场担忧的流动性问题并未出现，而在此之下，市场保持相对强

势，尤其是中报业绩预增支撑以及政策趋缓等利好下，市场向好情绪逐步提升。当

然，在大盘连续反弹后，增量资金入场较为迟缓，市场趋势性行情难以形成，大盘

仍然存在反复的可能。因此，在指数反弹过程中，切记盲目追涨，可耐心等待股指

回落的低吸机会。 

图 1：  

基本面上，6 月份 PMI 数据强于预期显示我国经济增长有望继续好于目前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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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偏悲观预期，我国实体经济的表现仍然比较稳健，对下半年经济增长的韧性不必过分悲观。流动性方面，由

于央行采取积极举措维持流动性平稳，季末资金情况明显改善，且未来仍有继续缓解的空间。同时，近期香港

回归 20 周年北京相关政策及活动较为密集，包括支持香港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人民

币国际化等发展战略中发挥优势，促进内地与香港共同发展的政策也相继出台，包括债券通、保险资金允许参

与深港通业务试点等，政策方面也有利于提升 A 股市场风险偏好。 

进入 7 月份，上市公司业绩中报、金融监管力度和市场流动性将成为左右市场的三大重要因素。在成长股

整体中报业绩难超预期的环境下，7 月份市场风格继续转换将会一波三折，而“漂亮 50”的价值发现过程已基本

完成，中报披露期，业绩是最好的题材。当下的选择方向是：1、挖掘今天业绩不那么靓丽，但由于内生成长，

未来业绩可能变得靓丽的公司；2、寻求市场对“严监管”和“紧平衡”的预期差，一旦风险偏好与流动性超预

期，反弹的动能会快速集聚。操作上，建议逢低介入，波段操作，大盘上攻到 3230 点附近，适当注意见好就

收，等待趋势进一步明朗。建议关注利好相对集中的中报行情、深港通 A+H 股、国企改革、军民融合、产品涨

价、新能源汽车、雄安新区建设等板块轮动机会。 

图 2：上证市盈率和 A 股走势对比 

二、本期专题 

石墨电极市场有缺口 供不应求格局将延续 

方大炭素董秘宁庆才表示，“上半年，我们的石墨电极基本是供不应求。”由于今年市场缺口约 10 万吨左

右，预计这一供求紧张关系还会持续。宁庆才称，“约 10 万吨的市场缺口并不是企业加大产能就可以解决

的。” 

去年还在下滑的石墨电极市场在今年来了个大逆转。 

“上半年，我们的石墨电极基本是供不应求。”方大炭素董秘宁庆才告诉上证报记者，由于今年市场缺口

约 10 万吨左右，预计这一供求紧张关系还会持续。 

据了解，今年 1 月以来，石墨电极价格持续上涨，从年初的 1.8 万元/吨左右上涨至目前的 6.4 万元/吨左

右，涨幅高达 256%。与此同时，作为石墨电极最主要原料的针状焦也变得紧俏，价格一路上扬，相比年初涨幅

已超过 300%。 

下游钢企需求旺盛 

数据来源：Wind 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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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墨电极主要以石油焦、针状焦为原料，煤沥青作结合剂，经煅烧、配料、混捏、压型、焙烧、石墨化、

机加工而制成，主要用于电弧炼钢炉、矿热电炉、电阻炉等，炼钢用石墨电极约占石墨电极总用量的 70%至

80%。 

2016 年，受电炉炼钢低迷的影响，炭素企业效益整体下滑。据统计，中国石墨电极 2016 年总销量同比下降

4.59%，前十大石墨电极企业总亏损 2.22 亿元。各家炭素企业为保住市场份额而大打价格战，石墨电极销售价格

下滑的幅度远大于成本下降的幅度。 

这一情形在今年出现了逆转。随着供

给侧改革的深入，钢铁行业持续回暖，加

之各地对“地条钢”和中频炉进行彻底清

理整治，钢企对电炉的需求急增，从而带

动石墨电极的需求，预计全年需求量为 60

万吨。 

目前，我国石墨电极产能超过 1 万吨

的企业有 40 多家，总产能在 110 万吨左

右，但今年以来受环保督察的影响，河

北、山东和河南等省石墨电极生产企业处

于限产、停产状态，预计全年石墨电极产

量约在 50 万吨。 

“约 10 万吨的市场缺口并不是企业加

大产能就可以解决的。”宁庆才称，石墨电极产品生产周期一般两三个月以上，加上备货周期，短期很难放

量。 

炭素企业减产、关停，钢企需求却在增加，导致石墨电极成为市场上的紧俏货，其价格一路上涨，目前市

场价格相比今年 1 月份已涨了 2.5 倍。有的钢企为了拿到货，不得不提前付款。 

业内人士表示，相对于高炉，电炉钢更加节能、环保和低碳。随着中国步入废钢折旧周期，电炉钢将获得

更大发展，预计其占整个钢产量的比重有望从 2016 年的 6%提升至 2030 年的 30%，未来对石墨电极的需求依旧

较大。 

据了解，目前石墨电极生产企业中，方大炭素的产能为 16.5 万吨，约占整个市场的三分之一。随着石墨电

极的供不应求和量价齐升，公司业绩在今年一季度触底回升，比上年增长 566.55%。 

上游原料价格涨势不减 

石墨电极的涨价很快传导至产业链上游。今年以来，石油焦、煤沥青、煅后焦、针状焦等炭素生产主要原

材料价格连续上涨，平均涨幅超过 100%。 

方大炭素采购部负责人用“暴涨”来形容。该负责人表示，公司在加强市场预判的基础上，采取择机低价

购进、加大库存量等措施来应对涨价、保障生产，但原材料的涨势之猛还是远远超出了预期。 

在涨价的原材料中，作为石墨电极的主要原材料，针状焦的价格涨幅最大，最高时一天暴涨 67%，半年时

间涨幅超过 300%。据了解，针状焦占了石墨电极总成本的 70%以上，其中超高功率石墨电极原料更是完全由针

状焦组成，每生产 1 吨超高功率石墨电极需要消耗 1.05 吨针状焦。 

针状焦还可应用于锂电池、核电、航天等领域，在国内外都属于稀缺产品，我国大部分依赖进口，价格居

高不下。为保证生产，石墨电极企业纷纷抢购，导致针状焦价格不断上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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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国内生产针状焦的企业较少，目前产能相对较大的是方大炭素，拥有 6 万吨产能，3 万吨自给，3

万吨外销。永东股份正分步实施年产 4 万吨针状焦项目，前段工序沥青加工项目目前已投产。宝泰隆已建成年

产针状焦约 5 万吨的项目。山西焦化也在筹建 10 万吨/年针状焦项目。 

业内人士认为，涨价似乎成了主流声音，虽然一些原料厂家盈利大为改善，但下游炭素企业的市场风险、

运营成本却在进一步加大。 

投资建议：建议重点关注以下几个石墨电极投资标的，方大炭素、碳元科技、中科电气、杭电股份、宝泰

隆。 

三、板块掘金 

保监会绿灯放行，一类股或迎机会 

险资又有新动向了，近日保监会发布了《保险资金参与深港通业务试点监管口径》，允许保险资金参与深

港通业务试点。这意味着保险机构将可以投资深港通下的港股通股票。 

在去年年底刘士余怒批、保监会跟进严管之前，险资可谓是 A 股市场上最坚定和最疯狂的多头，扛起了做

多的大旗，疯狂买买买，形成了一批宝能系举牌概念股、安邦举牌概念股、恒大人寿举牌概念股，但遭遇严管

后，险资在 A 股市场上基本销声匿迹，A 股尤其中小创题材股更失去了最大的买家推动。 

如今保监会允许保险资金投资深港通下的港股通股票，“有钱没地方花”的险资将有望在港股市场掀起新

波澜，而港股通标的 A H 的概念股，因为相对 A 股折价太多，更有望成为险资进攻的对象，而 H 股的走高则在

一定程度上催高 A 股股价，以围魏救赵。周五浙江世宝的涨停，也许就是一个提前反应的信号。 

投资建议：建议重点关注以下几个港股通标的 A+H 概念股投资标的，浙江世宝、创业环保、洛阳玻璃。 

附目前 A H 板块溢价率较高的前列股票（A 股比 H 股的溢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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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股关注 

 

 

1. 方大炭素（600516） 

石墨电极 

 

2. 浙江世宝（002703） 

港股通标的 A+H 概念股 

 

3.当升科技（300073） 

三元锂电池

五、数据聚焦 

部分中报预增次新股 

部分中报预增次新股 

证券名称 中报预增幅度 
相较于最高价

跌幅 

流通市值

（亿元） 
所属申万行业 

寒锐钴业 652%-682% -13.42% 34.19 有色金属-稀有金属-其他稀有小金属 

同兴达 215.61%-247.17% -14.87% 20.98 电子-光学光电子-显示器件 

熙菱信息 123.56%-153.55% -30.51% 11.45 计算机-计算机应用-软件开发 

开立医疗 109.71%-127.68% -23.64% 9.01 医药生物-医疗器械-医疗器械 

新泉股份 97%-119% -13.52% 21.90 汽车-汽车零部件-汽车零部件 

皮阿诺 85%-125% -49.96% 13.87 轻工制造-家用轻工-家具 

中孚信息 74.33%-106.44% -14.66% 8.84 计算机-计算机应用-软件开发 

尚品宅配 70%-100% -31.24% 8.84 轻工制造-家用轻工-家具 

华测导航 59.35%-84.25% -26.00% 17.99 计算机-计算机设备-计算机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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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升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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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http://www.wxzq.com/


网信月刊 2017年 07月 

 

请阅读最后一页的免责声明及风险提示 6 www.wxzq.com 

科林电气 55%-105% -35.20% 15.80 电气设备-电气自动化设备-电网自动化 

精测电子 48.95%-76.04% -21.00% 19.80 机械设备-仪器仪表-仪器仪表 

友讯达 40%-60% -31.33% 8.24 电气设备-电气自动化设备-计量仪表 

华统股份 35%-65% -15.23% 14.26 食品饮料-食品加工-肉制品 

中旗股份 30%-60% -13.42% 13.29 化工-化学制品-农药 

海利尔 30%-60% -16.65% 19.22 化工-化学制品-农药 

高争民爆 27.98%-56.96% -34.46% 13.50 化工-化学制品-民爆用品 

三超新材 25%-50% -23.32% 7.65 机械设备-通用机械-磨具磨料 

实丰文化 20%-50% -20.03% 8.24 轻工制造-家用轻工-文娱用品 

天顺股份 20%-70% -65.96% 8.65 交通运输-物流-物流 

万通智控 10%-60% -26.60% 10.27 汽车-汽车零部件-汽车零部件 

浙江仙通 预增 -26.50% 21.45 汽车-汽车零部件-汽车零部件 

 

 

六、财经日历 

2017 年 7 月财经日历 

星期一 星期二 星期三 星期四 星期五 

3   

 

4   
 

5 
首届战略性新兴产业

发展高峰论坛开幕 

6   

 

7 
2017 第 二 届 全 球

VR&AR 互动娱乐博

览会 

10 
 

11   
2017 中国互联网大会 

12 
2017 环境污染与治

理研讨会 

13 
2017 中国大数据应

用大会 

 

14 
 

17 

国民经济运行情况

新闻发布会 

18 
季度主要行业增加值

初步核算报告 

19 
 

20   
2017 夏季全国煤炭

交易会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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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25 
2017 第二届云计算与

物联网技术大会 

26 
 

27 
工业经济效益月度报

告 

28 

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

产业生产经营季度报

告 

31 

外汇局公布中国货

物和服务贸易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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