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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管减持令温氏股份连续大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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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时报讯（记者 罗莎琳）

2019 年

3 月 13 日，时代中国控股有限公司在香

港举行 2018 年全年业绩发布会。 数据

显示，时代中国 2018 年合同销售额、营

业额、毛利、净利润等多项业绩核心指

标再上新台阶。 其中合同销售额达

605.95 亿元

（人民币，下同 ）

，较 2017 年

同比增长 45.5%， 全年目标完成率为

110.2%， 股东应占核心净利润为 42.04

亿元，同比增长 66.0%。 发布会上，时代

中国董事会主席岑钊雄先生公布了

2019 年的销售目标为 750 亿元。

全年目标完成率超110%

企业信贷评级提升

2018 年，在行业增速有所放缓的情

况下， 时代中国仍然保持了高速发展，

实现销售与盈利等多项核心指标大幅

提升。 时代中国 2018 年销售规模创新

高，合同销售额达 605.95 亿元，较 2017

年同比增长 45.5%， 全年目标完成率为

110.2%。

公司盈利能力持续增强，2018 年营

业额达 343.75 亿元， 较去年同期增长

48.7%；全年实现毛利 106.21 亿元，同比

增长 64.7%；毛利率 30.9%，同比上升 3

个百分点；净利润 48.11 亿元，同比增长

44.0%；股东应占核心净利润为 42.04 亿

元，同比增长 66.0%；每股基本盈利 2.40

元， 较 2017 年的 1.51 元同比增幅达

58.9%；每股派息 68.77 分，较 2017 年的

41.43 分同比增长 66.0%。 财务方面，时

代中国 2018 年保持稳健。 截至 2018 年

底，时代中国净负债比率为 62.6%；现金

余额 274.26 亿元，拥有良好的流动性。

值得注意的是，凭借良好的经营表

现， 时代中国于 2018 年 3 月及 4 月分

别获惠誉及穆迪提升企业信贷评级至

“BB-”及“Ba3”，并于 2018 年 8 月获纳

入恒生综合大中型股指数成份股、恒生

港股通指数及恒生沪深港通大湾区综

合指数成份股，受资本市场高度认可和

积极评价。

土储约1845万平方米

业务布局新突破

2018 年， 时代中国共新购入 23 幅

地块，建筑面积约 320 万平方米，其中

大部分位于粤港澳大湾区。 值得一提的

是，2018 年 10 月，时代中国首次挺进西

南都市圈核心城市成都，业务布局获得

新突破。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 时代中

国在广州、深圳、佛山、东莞、珠海、惠

州、中山、江门、清远、肇庆、长沙以及成

都 12 个城市，拥有土储约 1845 万平方

米，位于大湾区

（含清远区域）

的土储占

比约 93%，为公司今后的发展奠定良好

基础。 此外，在城市更新方面，时代中国

厚积薄发取得突破，2018 年成功转化 4

个项目，总货值近 145 亿元。

2018 年，更名后的时代中国确立了

“成为世界 500 强企业”的新愿景和“城

市发展服务商”的新定位，并部署了短

期内成为千亿级企业的新目标。 在核心

业务持续快速发展的基础上，时代中国

积极发展产业、商业、社区服务、家居家

装、教育等业务。

时代中国董事会主席岑钊雄在发

布会上表示，时代中国持续深耕粤港澳

大湾区， 在该区域拥有较高的市场份

额，2019 年是公司成立的 20 周年，时代

中国将充分利用湾区建设提速发展的

新机遇及深耕大湾区的优势，继续加大

在该区域的投入，同时逐步布局广东其

他经济发达城市，以及中国其它高增长

潜力的区域， 以继续保持健康高速发

展。 此外，发布会上，岑钊雄还公布了

2019 年的销售目标为 750 亿。

时代中国董事会主席岑钊雄表示，今年公司的销售目标为

750

亿。

时代中国发布2018年业绩报告：

股东核心净利润增长近七成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陈雅菲）

受股

东减持及市场整体调整影响， 温氏股

份自13日跌停后昨日继续大跌， 报于

37.23元/股，大跌8.73%。 记者注意到，

养猪概念股自春节后走出一波行情以

来，猪价股价持续攀高，但在近两日开

始大面积回调， 昨日行业指数下跌

5.99%， 板块内所有个股集体飘绿。 不

过， 多家证券机构对该板块仍继续看

好。

温氏股份昨又大跌8.73%

温氏股份自13日跌停后，昨日开盘

后继续走低，最终收盘报36.71元，大跌

8.73%。

自1月1日至3月12日， 温氏股份尽

管在此区间内仅有3月4日和3月12日两

个涨停板， 但区间股价涨幅度高达

73.11%。 尽管这两日出现大跌，今年以

来温氏股份的股价上涨幅度仍达到

42.2%。

此次的回调除了受整体行情影响

外， 或与温氏股份 12 日晚间披露的

减持计划有关。 公告显示， 公司一名

监事和五名高管有意减持公司股份，

总减持量为 765 万股。 尽管高管减持

股份占总股本的比例不算高， 但公

告后温氏股份却立即从涨停转为跌

停。

养猪概念股集体回调

除了温氏股份继续大幅度下跌

外， 养猪概念板块其他个股昨日也延

续了前一日的颓势， 截至昨日收盘板

块内个股集体飘绿。

具体来看，板块内23只个股共有14

只个股跌幅超7%，包括正邦科技、天康

生物、雏鹰农牧等，其中益生股份跌停

报于43.45元/股。 跌幅最小的为双汇发

展，跌0.32%报于25.16元。 然而，在全线

飘绿的前两天，此前这23只概念股均是

表现喜人。wind数据显示，年初至3月12

日期间，正邦科技涨幅达256.50%，益生

股份、 新五丰区间涨幅也都在200%以

上，就连涨幅最低的双汇发展，区间涨

幅也达到10.09%。

上次笔者说在这个敏感时段要谨

防市场短期形成“双头形态”，经周三的

震荡下跌之后，沪指已来到“双头”的颈

线位置，笔者上述所言会否“一言成谶”，

要看周五市场是否破位向下。不过，行情

经过一段多少带着疯狂情绪的逼空走势

之后，市场需要震荡调整的端倪，至此已

经毋庸再辩。

在行情有点疯癫的时刻，投资情绪

很容易受到“羊群”的裹挟，发表看空言

论常被市场舆论“围攻”，上周五两大券

商发布看空高估个股的研报， 成为市场

舆论热点就是证明。 笔者此前给大家也

打过预防针：市场热起来了，但我们需要

提防被融化了的热度所“灼伤”。 作为投

资者，理性是需要时刻保持的。而理性的

保持，需要在两个特殊节点上特别警醒：

一是行情低迷的时候，不要过度悲观；二

是行情癫狂的时候，不要过度兴奋。比如

现在，当钱赚得飞快，人性的弱点会让人

飘到了空中，自贴“股神”标签，并对看空

言论嗤之以鼻，此时，若能尽快启动预警

系统，让自己尽快冷静下来，尚有得救；

如果藐视逼近的风险，那么，即使这次侥

幸没事， 总有一天将难逃高风险的 “一

劫”。

笔者一位近两年入市并终于尝到

甜头的朋友，却认为这是迂腐之谈。他认

为，行情来了，就应该跟随市场热点用最

快的速度赚钱，价值不价值的，应该留在

熊市里去谈。 “牛市确认了，就应该大胆

放手一搏，博到上涨行情结束了，清仓离

场就是。 ”“万一最终买的是连续跌停的

个股，像

2015

年见顶时一样呢？你跑得出

来吗？”“怎么可能……”这或许就是有经

验者心理的“累赘”吧，新入场者对此是

毫无感觉的，说了也是白说，要不股市里

也不会有“博傻”这一术语了。

不说那些亢奋的投资者， 还是回到

市场吧。 之前我们提出关于调整方式的

问题，如果沪指破位下行，那么方式就倾

向于“空间换时间”；如果后市围绕

3000

点演绎成箱体震荡模式， 那么方式将倾

向于“时间换空间”。 而前提则是这次行

情不是“快闪”行情。以目前的量能看，不

排除有配资“死灰复燃”的部分，但主流

应该是健康的资金， 因此笔者认为调整

只是阶段性的，大方向依然要向上。 至于上

述两种走法的应对战术，其实也不难。如

果是前者，则在连续的大跌中，逐步加大

仓位；如果是后者，则可耐心等待行情方

向的明朗， 也可以在震荡过程中于箱底

处加大心仪个股的仓位。

王方

市场观察

风险认知要靠市场“ 教育”

生猪养殖板块估值仍低于合理

水平，继续看好。 ———申万宏源

当前生猪养殖板块远未到达天

花板，仍有上行空间。

———国盛证券

猪周期拐点到来， 猪价全面上

涨将带动养殖板块迎来新一轮投资

机会。 ———东海证券

机构观点

继续看好养猪概念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