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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要点  

 2008 年 5 月 12 日下午 14 时 28 分，四川省汶川县发生 7.8 级地震，北

京、上海、天津、山西、陕西等全国多个省市有明显震感。截止本报告

完成时，地震已造成四川、甘肃、重庆、云南等地近万人死亡。 

 这是一次影响较大的地震，为近 4 年以来最大震级，此次地震造成的人

员伤亡也为近年之最，在上海、北京、天津、山西等多个地区有明显震

感，直接影响了人们的生产和生活。 

 由于震级较高，目前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还无法估量。震区集中的四川

汶川县由于属于较为贫困的山区，因此当地直接经济损失可能不是特别

大，成都地区存在部分建筑毁坏，造成了一定的直接经济损失，但震区

内个别上市公司可能受到较大影响，如岷江水电等。 

 四川地区是猪肉生产大省，但由于主要产猪地区在川南，因此对生猪生

产并无太大影响，目前值得担忧的是由于交通运输受影响，因此生猪外

运将受到制约，进而造成猪肉价格继续上涨，使得 CPI 上行压力很大。

今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 4 月份 CPI 数据为 8.5％，同时央行上调了存

款准备金 0.5 个百分点至 16.5％，继续采取紧缩政策。对于高企的通货

膨胀和紧缩的货币政策，不得不令我们对宏观经济继续保持谨慎。 

 地震对上市公司业绩影响不一，但 66 家川渝地区上市公司停牌显示地

震对资本市场心理影响巨大。地震对上市公司影响总体判断为，主营业

务在震区的基础设施、交通运输、水电、旅游等行业的上市公司影响较

大，因此，对于震区外的同类公司构成利好，比如震区外的旅游类上市

公司存在替代的可能性。灾后重建机遇的上市公司里，机械细分子行业

和部分建材类行业可能因此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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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2008 年 5 月 12 日下午 14 时 28 分，四川汶川发生 7.8 级地震 
 
 
 

事件描述： 

2008 年 5 月 12 日下午 14 时 28 分，四川省汶川县发生 7.8 级地震，北京、上海、

天津、山西、陕西等全国多个省市有明显震感。截笔时，地震已造成四川、甘肃、

重庆、云南等地近万人死亡。 

表：最新伤亡统计 

四川 死亡人数近万名 入院伤员近 7000 人 

北川县 死亡人数达到 7000 多人 广元 死亡 52 人 

德阳 死亡 412 人 成都市 死亡人数达 323 人，1059 人受伤 

都江堰市 
聚源镇中学死亡人数已增

至 50 余人 
资阳市 10 人死亡，86 人受伤 

眉山市 8 人死亡，逾 3000 人受伤 中江县 5 人死亡 

甘孜州 死亡 5 人 阿坝州 
死亡 59 人，失踪 5 人，重伤 67 人，伤 680

人 

内江 死亡 4 人 遂宁 死亡 7人 

重庆 死亡 50 人 

梁平小学 死亡 5 人，掩埋 20 多人，100 多人受伤  

甘肃 甘陕等地死亡 180 多人 

陇南市 

武都区 50 多人死亡，西合县 5 人

死亡，徽县 6 人死亡，礼县 1 人

死亡 

庆阳市 

华池县新增 1 人死亡，西峰区

一学校 16 名学生受伤，宁县

新增 1人受伤 

平凉市 崆峒区大秦乡新增 10 人受伤 天水市 武山县新增 3 人受伤 

甘南州 2 人死亡   

云南 死亡 1 人 

昭通 1 人死亡，9 人受伤   

陕西 85 人死亡，313 人受伤 

数据来源：新浪。 

 

点评： 

对此次事件我们总体有如下点评。 

向灾区人民致以最深切的问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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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这是一次影响较大的地震，为近 4 年以来最大震级，此次地震造成的人

员伤亡也为近年之最，在上海、北京、天津、山西等多个地区有明显震感，直接影

响了人们的生产和生活。 

第二，由于震级较高，目前直接和间接经济损失还无法估量。震区集中的四川

汶川县由于属于较为贫困的山区，因此当地直接经济损失可能不是特别大，成都地

区存在部分建筑毁坏，造成了一定的直接经济损失，但震区内个别上市公司可能受

到较大影响，如岷江水电等。 

 

 

 

第三，四川地区是猪肉生产大省，但由于主要产猪地区在川南，因此对生猪生

产并无太大影响，目前值得担忧的是由于交通运输受影响，因此生猪外运将受到制

约，进而造成猪肉价格继续上涨，使得 CPI 上行压力很大。今日，国家统计局公布

了 4 月份 CPI 数据为 8.5％，同时央行上调了存款准备金 0.5 个百分点至 16.5％，继

续采取紧缩政策。对于高企的通货膨胀和紧缩的货币政策，不得不令我们对宏观经

济继续保持谨慎。 

第四，根据长江证券对各个行业的分析，地震对上市公司业绩影响不一，但 45
家川渝地区上市公司停牌显示地震对资本市场心理影响巨大。地震对上市公司影响

总体判断为，主营业务在震区的基础设施、交通运输、水电、旅游等行业的上市公

司影响较大，因此，对于震区外的同类公司构成利好，比如震区外的旅游类上市公

司存在替代的可能性。灾后重建机遇的上市公司里，机械细分子行业和部分建材类

行业可能因此受益。 
 

 

 

 

 

 

 

 

 

 

 

 

 

 

 

 

 

 

 

 

 

 

 

近年历次地震情况： 
 2004 年 8 月 10 日傍晚，云南昭通市鲁甸县、昭阳区一带发生里氏 5.6 级地

震，地震至少导致 4 人死亡，594 受伤。 
 2005 年 7 月 25 日 23 时 43 分，黑龙江林甸县发生 5.1 级地震，震源距地面

10 公里处。地震至少造成 1 人死亡 12 人受伤，1136 间房屋受到不同程度损

害。 
 2005 年 11 月 26 日 8 时 49 分，江西九江瑞昌间发生 5.7 级地震，余震波及

南昌等地。地震至少造成 13 人死亡，8000 余人受伤，1.8 万间房屋倒塌。

部分县市电力、通信和城市供水一度中断。 
 2006 年 7 月 22 日上午 9 点 10 分 21 秒，云南东北部昭通市盐津县发生 5．1

级强烈地震。地震至少造成 22 人死亡一百多人受伤，铁路中断。 
 2006 年 8 月 25 日 13 时 51 分，云南盐津县再次发生 5.1 级地震。地震至少

造成 1 人死亡，31 人受伤，大批房屋和众多基础设施不同程度损坏，31.7
万人受灾。 

 2007 年 6 月 3 日凌晨 5 时，云南普洱县发生 6.4 级地震，震中在宁洱县城老

城区。地震至少造成 3 人死亡 562 人受伤，逾百万人受灾，直接经济损失

25 亿元。 

交通不畅影响生猪的运输，进而影响猪肉价格，鉴于四川
为全国产猪大省，因此 CPI 上行压力进一步加大，我们对
宏观经济继续保持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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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行业 

保险行业是每次发生灾难时首当其冲的行业。我们对保险行业的判断如下。 

保险公司可能损失情况原因 

此次地震的发生不可避免的将对以汶川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带来巨大的损失，特

别是在四川和重庆地区。由于此次地震的最终损失尚未确定，我们也无法预估其对

于保险行业的具体影响，但是我们可以对其有一些基本的准备，待数据和情况进一

步明确后，我们将就其对于保险行业的影响给予更详细的说明。 

此次地震的损失主要集中在四川、重庆、云南和甘肃地区，这四个地区在 2007
年及 2008 年前三个月的保费收入情况如下： 

图：2007 年受灾地区保费占比                      图：2008 年 1－3 月受灾地区保费收入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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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来源：长江证券研究部                                 数据来源：长江证券研究部 

表：上市保险公司 2007 年四川地区财产险保费收入及占比 

 保费收入 占公司保费收入 占四川地区财产险保费收入 

中国平安 8.7 亿元 4.0％ 9.3% 

中国太保 6.4 亿元 2.7% 6.8% 

数据来源：长江证券研究部 

表：上市保险公司 2007 年四川地区寿险保费收入及占比 
 保费收入 占公司保费收入 占四川地区寿险保费收入 

中国平安 25.3 亿元 3.2％ 10.5% 

中国太保 25.9 亿元 5.1% 10.7% 

数据来源：长江证券研究部 

表：在此次的地震损失主要集中险种 
赔付险种 赔付原因 

健康保险 对于人员所产生的一些医疗费用等 

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对于人员伤亡的直接赔付 

机动车辆保险 地震发生对于机动车辆所造成损失的赔偿，主要是车损险 

企业财产及建工保险 主要对企业的一些财产损失和在建工程所造成的损失 

资料来源：长江证券研究部 

在此次地震中，所造成的财产损失和伤亡人数都较大，截止我们报告为止：目

前的死亡人数已经上千人，而受伤人数已达数万人之巨，对于财产所造成的损失，

估计也将为近年来地震损失之最。对此，我们认为： 

第一，对于健康及意外伤害保险，此次的赔付金额将有较大幅度的上升，但是

考虑到目前市场上几乎所有的财产险公司以及寿险公司都经营短期的健康以及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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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因此我们预计，此项赔款最终由多家保险公司共同负担。 

第二，对于机动车辆保险，其将呈现出出险案件较多，赔付金额多数不大等特

点，考虑到此次出险地区为四川的一些偏远地区，并不是所有的财险公司在这些地

区都有分支公司。因此，我们预计，对于车险的损失将主要由国内的主要的财险公

司承担，中国人保、中国太保、中国平安以及中华联合等较大的财险公司其损失将

较大。 

第三，企业财产及建工保险，预计在此次地震中，企业设备的损坏、房屋以及

在建工程倒塌所造成的损失将占到直接经济损失的绝大部分。然而，保险公司由此

所产生的赔付可能并不会直接和这些经济损失挂上钩，主要原因如下： 

 家庭财产投保率低，此次地震中，很多的倒塌建筑都是年久失修的民宅，而在

中国，个人财产保险的投保意识还较低。 

 部分企业财产险以及在建工程保单存在地震排除条款，目前市面上相当一部分

的企业财产险保单以及在建工程保单对于由于地震原因所引起的损失给予了赔

偿责任的免除。并且，此类条款在不同保险公司的不同产品上均有不同，因此

对于此项有可能给保险公司带来较大损失的赔偿原因，在此次的赔付中，由于

保险条款的限制将给予减免，而其对于目前各上市公司的影响也有可能具有较

大差异。 

再保险将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保险公司的赔付损失 

如前文所述，在此次地震中受影响最大的就是人身健康及意外保险、机动车辆

保险和企业财产及建工保险，而在这几类保险中， 

（1）对于机动车辆保险，由于各保险公司所承保的绝对数量量大且承保风险易于预

计，各保险公司对于机动车辆保险通常不安排再保险或者进行极少量的商业再保。 

（2）对于企业财产及建工保险，各保险公司为了达到风险的可控性，通常都会对其

进行商业再保险。在商业再保险中，各公司通常对非水险整体采用溢额再保险或超

赔再保险或者两者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再保。而在目前的中国市场上，各保险公司每

年都支出上亿计的金额对此部分进行商业再保险。 

（3）对于健康险与意外保险，保险公司也通常对其进行整体损失进行比例再保，因

此考虑再保险保险公司对于损失率上升所产生的补偿性赔偿。 

因此，我们预计，虽然中国平安和太保在此次地震中遭受了一定的损失，但是再保

险的摊回将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公司的损失。 

在 2007 年中国平安财险总体分出保费 35.29 亿元，中国太保财险总体分出保费

近 50.97 亿，如此规模的再保险分出，在一定程度上，将减少保险公司的损失。然

而此次地震可能带来的损失将远超过近期内的其他自然灾害的损失，特别是在连续

经历雪灾和地震后，保险公司今年的业绩将不可避免的产生一定的影响。由于目前

数据尚不完整，我们还无法给予预测，对此，我们将密切关注，及时对情况给予评

估。 
 

医药行业 

由于受伤人数较多，对应急治疗药物有一个较大的即时需求，我们暂无法量化

这种需求，但是判断相关医药企业的销售会有一定的增长。 

地震造成的伤者中应以外伤居多，相应治疗药物为跌打损伤、消炎镇痛等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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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抗菌消炎、止血药及用于骨折治疗的支架等器械有较大的需求，尤其是抗生素

需求巨大。地处重庆的西南药业距震区距离较近，公司是西南地区最大的普药生产

企业，并且是首批十家基本用药定点生产企业，产品质量和价格均有保障，应能成

为应急药物供应厂家之一。尤其是公司的注射用青霉素钠、注射用头孢唑啉钠产品

是典型的常用抗生素药，适合大量使用。另外，公司之前一直在致力于定点生产的

基本用药的推广，由于相关国家政策并不健全，推广面临一定的阻力，这次灾难可

能对公司在此方面是一个意外的推力，我们认为该公司值得关注。 

对于区域内的另一医药公司重庆啤酒，我们给予以下判断。作为日常餐饮消费

的啤酒消费，可能会伴随恐慌，在短时间内受到波及。公司在 2007 年第四季度，已

将啤酒生产的主要原材料储备完全，况且啤酒生产工艺成熟简单，地震不会对公司

的正常生产影响不大。公司其他的啤酒生产消费分布在湖南、江苏地区，不受影响。

乙肝疫苗新药临床试验，目前正处于药监部门的审查会期间，进度上处于 aⅡ 期结

束， bⅡ 期待进阶段。由于公司已经准备好进入下阶段临床试验所需要的药品，所

以我们认为本次地震对药品和临床试验不造成任何影响。从新药生产的工艺来看，

对电能消耗较大，但就目前的试验用药而言，可能的停电不构成威胁。重庆啤酒 2008
年营业利润在本次地震后，可能会受微弱波及，但就目前疫苗的顺利进展而言，公

司仍具有相当投资价值。 

结合前期手足口病等突发事件和医药股最近的走势，我们认为，突发事件对行

业总体影响较小，可能仅刺激相关细分市场药品或试剂需求的有限增长，医药股最

近走强的主要原因在于：1）市场对周期性行业的回避，医药股 2007 年年报和一季

报良好的业绩增长；2）医药股中原料药行业产品涨价带动整个板块；3）突发的手

足口病事情引发市场想像；4）医药股的估值溢价对比 2004 年－2005 年熊市仍处于

相对较低水平。我们认为，目前医药板块 2008、2009 年动态 PE33x、27x（扣除大

宗原料药分别为 40x、32x），较全部 A 股的 22x、18x 溢价 50%、50%，较沪深 300
的 21x、18x 溢价 57%、50%（2004－2005 年熊市一般溢价 70%左右），但考虑到大

宗原料药行业的影响，实际溢价已经基本达到熊市水平，所以从估值角度看，医药

股空间并不大，我们仍然建议理性投资者长期配置具有研发、品牌优势的处方药龙

头、医药流通龙头等，包括恒瑞医药、双鹭药业、华东医药、亚宝药业、一致药业

等。 

造纸行业 
本次地震对造纸行业整体的生产经营影响有限。我国造纸行业产量主要集中在

东部地区。而西部地区的全部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比例仅 5%。 

图：我国纸品产量分布 

中部地区（9省）

西部地区（10省）

东部地区（12省）

 
资料来源：中国造纸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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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来看，行业内上市公司中受地震影响不大，涉及距地震中心四川省汶川县

距离较近的造纸类上市公司并不多。主要业务位于四川省的上市公司有*ST 宜纸。

部分业务在四川或重庆的上市公司有银鸽投资（泸州基地）、景兴纸业（重庆基地）。

地震发生后我们在第一时间即与相关上市公司进行联系。据景兴纸业和银鸽投资介

绍，目前并没有接到有重大影响的信息。而且我们认为，这些公司距离汶川县均较

远，我们认为地震对这些公司的影响应该十分有限。 

图：灾区内造纸行业上市公司业务分布 

 
资料来源：长江证券研究部 

传媒行业 

博瑞传播 

由于通信中断，截至发稿，我们尚无法与博瑞传播取得联系，但我们认为，此

次地震对博瑞传播存在以下负面影响。由于此次地震势必影响到当地众多企业的经

营活动，故其广告投放量势必受到一定影响，故博瑞传播的广告代理业务有可能受

到一定的负面影响。 

但我们更关注的问题是博瑞传播的印刷设备是否受到破坏。自 2005 年以来，公

司印刷业务收入占营收的比重均在 50%以上，故印刷设备若受到严重破坏，将对公

司 2008 年业绩形成比较大的负面影响。 

我们将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相机调整对博瑞传播的盈利预测和投资评级。 

通信行业 

据媒体报告，中国移动在灾区有 2300 个基站退出服务。但由于其退出服务的原

因是电源中断和接入层面的传输中断，故不属于严重事故。而考虑到中国移动庞大

的营收和利润基数，故此次大地震，对中国移动盈利的影响几可忽略。从通信行业

整体来看，四川阿坝地区及甘肃 5 个县区出现光缆中断情况，而国家一级干线均完

好。故此次大地震对通信行业的影响微乎其微，对四大运营商的全面盈利不会造成

任何负面影响。 

机械行业 
本次地震导致部分建筑物倒塌，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刺激工程机械的市场需求，

我们以推土机、装载机、中型挖掘机以及小型挖掘机为例进行分析。 

 

 机械行业细分子行业可能受益于灾后重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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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细分产品的市场份额构成来看，除了推土机外，包括装载机、中型挖掘机、

小型挖掘机以及汽车起重机在川渝地区的销售份额约为 7-10%，本次地震后的灾后

重建将进一步促进上述工程机械在川渝地区的销量。 

图：机械细分子行业川渝地区所占市场份额 

4.01%

7.21%

8.61%

10.43% 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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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渝地区所占市场份额
 

数据来源：行业协会、长江证券研究部 

从对机械行业上市公司的影响来看，由于大部分上市公司均在四川以外的地区，

因此日常经营情况受地震的影响较小，其中天马股份的子公司成都天马轴承有限公

司地处四川，根据我们的了解，由于地震的影响，成都天马已经停产，但没有人员

伤亡与设备损坏的情况，预计对业务影响较小。 

电力行业 

由于通讯中断原因，我们无法详细了解此次地震对全部上市电力公司的具体影

响，但根据国家电网公司的紧急统计显示，受地震灾情影响，四川电网用电负荷减

少约 400 万千瓦。在四川电网范围内，500 千伏站停运一座，220 千伏变电站停运五

座。川西地区江油、金堂、宝珠寺、茂县水电群、达州东岳等电厂与系统解列，上

述电厂基本不涉及上市公司。根据我们了解，作为在四川发电市场占比较高的华电

国际，其所属广安 4*30 万 kw 火电厂运行正常。另外，国家电网公司的统计同时表

明，陕西省两座 220KV 主变停运，三台发电机停运，用电负荷减少约 150 万千瓦；

而最新信息也显示，位于湖北省宜昌市的长江电力所属三峡电厂运行正常。上市公

司岷江水电主营业务位于阿坝州境内，预计影响较大，但由于我们无法与上市公司

取得联系，因此无法具体评估对其影响。 

煤炭行业 

四川是一个贫煤省份，同时也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煤炭供应系统。省内最大的煤

炭供应企业为攀煤集团，其他生产经营主体规模偏小，尽管此次地震并未发生在省

内煤炭主产区，但是地震可能使监管当局再次加大对震后煤矿安全问题的关注程度；

而另一方面，受交通瓶颈限制，短期内外调煤炭大量进入四川也不现实，我们判断

地震将强化省内煤炭的供需偏紧局面，短期煤炭价格压力可能进一步加剧。 

电子元器件行业 

电子元器件行业上市公司仅有旭光股份在四川，目前尚未明确地震对其影响。  

上市公司京东方在成都有 4.5 代线项目，预计影响很小，维持京东方 A 盈利预

测和“推荐”投资评级。我们在第一时间与京东方陈炎顺总裁进行了沟通，大地震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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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 4.5 代线项目几乎没有影响。陈总已与成都项目取得了联系，成都 4.5 代线项目

正在进行地基施工，施工现场没有受到破坏，工程进度受到影响也较小，为以防万

一，陈总已安排所有施工人员迁到比较安全的工棚居住。我们维持对行业高景气的

判断，维持对京东方 A 的盈利预测和“推荐”投资评级。 

 另外，地震对半导体制造等工艺要求特别精密的子行业影响很小。我们和 Fab
及设备制造商的业内人士进行了沟通，可能的影响有： 

第一，影响光刻等对精度要求很高的工序，造成良品率下降。经与中芯国际、

华虹 NEC 等 Fab 沟通，实际影响很小。PCB 子行业也有光刻工艺，由于主要的 PCB
厂商都集中在华南、华东和华北，对精度的要求应该低于半导体制造，估计实际受

到的影响应该很小。 

第二，造成系统宕机或损坏设备，由于高精度要求的机器、厂房一般都有防震

设备，例如 Fab 中一般都有防震层，机台本身也有防震处理，造成设备损坏的可能

性较小。A 股上市公司中华天科技距离震源相对较近，具体影响还有待沟通，我们

初步判断影响也不太大。 

第三，厂商担心余震，停产，但出现可能性较小。 

石油化工 

四川地区化工公司有泸天化，川化股份，四川美丰。同时四川也是我国重要的

天然气产地，但是主要天然气产地川南地区离震中心尚远，预计影响不大，我们通

过当地人的交流，泸天化等大型化肥企业生产正常，天然气供应还未见非正常情况。 

有色金属 

四川地震对有色金属行业影响有限，对四川宏达股份和大西洋造成负面影响的

可能性较大。根据目前我们与相关上市公司的联系，此次地震对云铝股份、驰宏锌

锗等云南的生产没有造成影响，中国铝业目前没有接到川渝等地分公司受灾影响的

报告，位于四川的宏达股份和大西洋尚无法联系。我们认为此次地震灾害对于有色

行业和公司的影响如下： 

对川渝地区有色金属企业的生产会造成一定负面影响，从目前的较大地震级别

来看，位于四川的“宏达股份”、“大西洋”正常的生产受到影响的可能性较大。但

由于目前无法与上市公司取得联系，因此具体受影响程度，目前尚无法判断。 

地震灾害将给川渝地区的交通运输造成一定的中断。根据资料统计，川渝地区

全国有色金属中，产量占比较大主要是铅、锌和铝材。具体产量及占比请见下表。

我们认为川渝地区的地震灾害将给全国的铝材生产以及铅锌供应存在一定负面影

响，不过鉴于其产量总体占比相对较小，因此，我们认为这次的地震灾害对于整个

行业的影响比较有限。  

表：川渝地区有色金属产量及全国占比情况 
品种 产量 全国占比 

铜材 2.23 万吨 0.17% 

铝材 107 万吨 8.6% 

铅精矿 9.6 万吨 10.5% 

锌锭 20.68 万吨 5.5% 

锌精矿 18.3 万吨 7% 

资料来源：长江证券研究部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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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 

农业的薄弱性使得农业对地震极其敏感，一般来讲，地震会对农业基础设施和

农业生产同时造成不良影响。 

目前，四川地区所种农作物包括冬小麦，一季稻，春玉米等，地震可能会使这

些农作物或者推迟收获或者绝收，从而影响全年粮食产量，为本来就偏紧的粮食供

给带来更大的风险，具体影响有待受灾面积统计出来后做出预计。 

另一方面，地震后农业生产设施遭到破坏，农业生产资料和生产工具被毁损，

生产力遭到相当程度的破坏。例如有些年久失修的水库、堤坝等，都会成为地震的

隐患。经历地震后其输水能力会减弱甚至丧失，将会影响未来农作物的播种和生长。

我们预计，灾后为恢复农业生产，重建工作使得种子和化肥的需求会得到一定刺激。 

食品饮料 

四川省是我国生猪养殖大省，2006 年出栏肉猪 7471 万头，占全国肉猪出栏的

11%。区域内集中了多家肉制品加工企业，如下表所示： 
表：四川、重庆省区内肉制品企业 

上市公司及分子公司 所在地 

高金食品 四川遂宁（总部） 

 宜宾高金 

 射洪高金 

 广元高金 

 什邡高金 

 泸州高金 

 江安高金 

 渠县高金 

高金翔达（肉制品加工） 四川遂宁 

高金牧业（种猪繁育） 四川遂宁 

双汇发展(均为集团下属资产) 四川绵阳（100 万屠宰能力） 

 四川人寿（50 万屠宰能力） 

 四川南充（50 万屠宰能力） 

 重庆永川（100 玩屠宰能力） 

雨润食品  

金锣食品  

资料来源：长江证券研究部 

我们认为，此次重大地震灾情对肉类行业的影响可能包括： 

 直接影响：包括由于受灾直接导致的牲畜死亡、运输不畅等。 

 次生影响：地震的次生影响之一是由震后生存环境的严重破坏所引起的瘟疫。 

    事实上，生猪疫情是我们现阶段较为关注的问题之一；而此次重大地震灾害恰

恰发生在我国生猪养殖大省四川省，灾后的疫情防疫情况将对生猪价格走势产生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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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006 年大牲口全国及四川省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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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2007 

消费零售行业 

 成商集团在四川共有 9 家门店，其中位于成都市区共有盐市口（总店）、北站

店、武侯店和温江店、太平洋春熙路店和春南商场 6 家门店，其余门店为成商南充

店、泸州店和绵阳店。 

目前，由于电话不通，对其地震中受灾和受损情况不太清楚。 我们推断，成商

百货门店的物业较好，应该能够抵御余震的影响。 

 此外，经过与重庆百货沟通，了解到重庆百货重庆所有门店均未受影响，但公

司表示其四川广安等门店是否受损则不太清楚，我们认为，重百主要业务网点位于

重庆地区，其在四川的网点很少，影响不会很大。 

表：地震对震区行业影响一览 
行业 主要影响 行业 主要影响 

保险行业 负面 机械 正面 

医药 中性 旅游 川内负面，川外正面 

电子元器件 负面 电力 负面 

煤炭 正面 通讯 中性 

石油 未明 传媒 负面 

化工 未明 造纸 中性 

房地产 正面 建材 正面 

养殖业 猪肉价格进一步上涨 种植业 负面 

食品饮料 负面 有色金属 负面 

资料来源：长江证券研究部 

 
汶川县概况 

      汶川县位于四川省西北部、阿坝州境东南部的岷江两岸。是阿坝州的南大门，

有“川西锁钥”和“西羌门户”之称。是大禹的故乡。县城-威州镇，居县北部杂谷脑河

与岷江交汇地，海拔 1326 米，距省会成都 159 公里，距州府马尔康 204 公里。县境

东西宽 84 公里，南北长 105 公里，总面积 4084 平方公里。界于北纬 30°45′～31°43′
与东经 102°51′～103°44′之间。东邻彭州市、都江堰市，南靠崇庆、大邑两县，西接

宝兴与小金县，西北至东北分别与理县、茂县相连。东北部为龙门山脉所控，西南

部受制于邛崃山系。地势由西北向东南倾斜，西部多分布海拔 3000 米以上的高山，

四姑娘山海拔为 6250 米；东南部漩口地区的岷江出口处海拔仅 780 米。岷江由县北

部入境，贯穿东部，长达 88 公里。杂谷脑河、草坡河、寿江为县境岷江主要支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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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西向东，分别在北部、东部、南部注入岷江。沿岷江及各大支流河谷、半山地带

为全县主要经济活动区。西部开发较少；西南部为著名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卧龙大

熊猫自然保护区，1970 年正式建为卧龙特别行政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大熊猫研究

中心设此。  

      全县现辖六镇七乡( 虒六镇：威州镇、漩口镇、水磨镇、映秀镇、绵 镇、卧龙镇。

七乡：克枯乡、龙溪乡、雁门乡、草坡乡、银杏乡、三江乡、耿达乡)。其地古属冉

马龙(公元前 111 年) 虒以冉马龙地置汶山郡，辖绵 等 5 虒县，绵 为郡、县旧址在今

虒 虒 虒威州镇姜维城。东汉曾改绵 县为绵 道，西晋改绵 县为汶川县。东晋后汶川郡

侨迁都安(今都江堰市) 虒 虒，废绵 县。肖梁于绵 县地置汶川县，西魏时省。北周天

和三年(568 年)复置汶川县，县治仍在姜维城，直到明代宣德年间过治寒水驿(今汶

虒川县绵 镇政府所在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于 1952 年迁汶川县治于威州。

1958 年曾撤汶川县与茂县、理县合并成立茂汶羌族自治县。1963 年复置。县城威州

四面环山，堡子关雄踞杂谷脑河与岷江之间，有“三山雄秀，二水争流”之誉。解放

时城区不足 0.02 平方公里，街道狭窄，经过几十年的县城建设，已成为有居民 3 万

余人的川西北高原具有现代化气息的新城。除县级行政单位外，全县有中央、省、

州、县属企业 288 家，各类学校 38 所。县城威州邮电交通方便，公共设施齐备，商

贸市场繁荣，不仅为全县政治、经济、文化、交通中心，也是阿坝州的门户要地。  

      虒自汉代以来所设汶江、绵 、汶山、汶川等建置皆以境内岷江得名，据《元和

郡县志》载：汶川县“因县西汶水为名”。古“汶”、“岷”通用，故岷江亦读作汶江。   
2005 年，全县总人口 106119 人(其中农业人口 66332 人，占 62.5%：非农业人口 39787
人，占 37.5%)。  

      汶川县是羌、藏、回、汉各族人民相交汇融合的地带，有羌族 35535 人，占 34%；

藏族 19743 人，占 18.6%；回族 1377 人，占 1.3%；汉族 48975 人，占 46%。是全

虒国仅有的四个羌族聚居县之一。羌族主要居住在县北部的威州、绵 地区；藏族多

聚居在岷江以西地带；汉族主要分布在南部漩口、映秀地区；其他民族散居各乡镇。  

      汶川县气候随东南向西北地势上升，呈比较完整的垂直气候带，可分为 8 个不

同的自然气候区，故有“十里不同天”之说。但南湿(漩口、映秀地区)北旱(威州、绵

虒地区)趋势明显，光、热、水分布不均，利于发展农业的多种经营生产，为州内重

要农区县之一。在 2000 米以下地区，年均气温 13.5 (℃ 北部)——14.1 (℃ 南部)，无

霜期 247～269 天，雨量 528.7-1332.2 毫米，日照 1693.9～1042.2 小时，适宜各类

动植物生长。（资料来源：阿坝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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