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 年 10 月 24 日

市場回顧與後市研判
昨日滬指挑戰 2300 點整數關口。終盤，上證綜指、深證成指、中小板指和創業板指分別下跌 1.04%、1.17%、
1.21%、1.78%。板塊方面，全有板塊全面下跌，跌幅靠前的板塊分別是鋼鐵、綜合、傳媒，跌幅分別為
2.79%、2.77%、2.52%。全市場共有 15 只個股漲停，6 只個股跌停。
昨日晚間公佈“四中全會公報”，公報內容並無超預期的改革措辭出現，核心內容是推進依法治國，維護公
平正義。我們認為，市場在盤整之後再次下跌已經是對於政策預期兌現以後的正常反應，當市場的焦點回歸
到基本面和政策面的博弈中以後，投資者將再度關注估值、盈利以及個股的成長性。從板塊的表現來看，本
周我們一直提示中小市值股票的風險已經得到充分印證，而銀行等權重藍籌板塊則扮演者護航股指的角色。
雖然中長期看，主導股市上行的核心因素並未發生改變，但是短期結構性風險仍需回避，三季報的披露進入
尾聲，需要警惕業績低於預期個股的補跌風險。
操作上，股指或將在 2300 點附近出現抵抗，但投資者更加應該關注結構性風險，繼續降低題材概念小盤股
持倉比例，在大消費板塊選擇防禦。

重要新聞
◆ 【全面推進依法治國決定獲審議通過】
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於 2014 年 10 月 20 日至 23 日在北京舉行。圖為習近平、
李克強、張德江、俞正聲、劉雲山、王岐山、張高麗在主席臺上。中國共產黨第十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
體會議，於 2014 年 10 月 20 日至 23 日在北京舉行。出席這次全會的有，中央委員 199 人，候補中央委員
164 人。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常務委員會委員和有關方面負責同志列席了會議。党的十八大代表中部分基層
同志和專家學者也列席了會議。
◆ 【10 月滙豐中國製造業 PMI 創三個月新高】
滙豐銀行 23 日公佈，10 月中國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PMI)初值為 50.4，高於 9 月 50.2 的終值，創三個月
新高。分項指數表現喜憂參半，儘管就業和成品庫存指數有所改善，但產出指數回落至 5 個月低點，投入和
產出價格指數雙雙下滑。專家表示，PMI 資料改善受益於就業和成品庫存小幅回升，但部分分項指數出現一
定程度回落，顯示有效需求仍疲弱，經濟增長基礎還需鞏固。分項資料顯示，10 月製造業產出指數從 51.3
下降至 50.7，新訂單指數從 51.5 回落至 51.4，新出口訂單指數從 54.4 下降至 52.8，成品庫存指數從 49.2 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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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至 50.1。投入和產出價格指數進一步下滑且速度加快，其中產出價格指數從 47.1 下滑至 45.6，投入價格
指數從 47.1 大幅下滑至 44.0。就業指數從 47.5 上升至 48.6，連續 12 個月低於 50 的榮枯分界線。
◆ 【核電重啟在望消息稱裝機總量將縮減至 5300 萬千瓦】
近日，有多方消息稱，國家能源局正在編制核電十三五發展規劃，計畫下調核電裝機目標，到 2020 年核電
裝機目標從原來的 5800 萬千瓦縮減至 5300 萬千瓦。對此，10 月 23 日致電國家能源局新聞辦，相關負責人
表示，如果有正式檔會發佈在各門戶網站。實際上，上述消息此前已獲得國家能源局權威人士證實。據《經
濟參考報》今年 9 月 29 日報導，9 月 27 日，國家能源局規劃司有關人士在中國能源革命高峰論壇上透露，
國家能源局“十三五”核電建設規劃目標可能定在 5300 萬千瓦。同日，《中國證券報》也報導稱，按照核
電中長期規劃，到 2020 年運行核電裝機容量達到 5800 萬千瓦，在建 3000 萬千瓦，“十三五”期間主要是
開發東部沿海，中部則適當開發一到兩個。上述人士表示，“現在進度略慢一點，2020 年投產預計只有
5300 萬千瓦左右。”
◆ 【發改委：進一步推進金融醫療等服務業有序開放】
10 月 23 日，在第六屆中國對外合作投資洽談會上，國家發改委副主任胡祖才表示，未來將按照十八屆三中
全會要求，推進金融、教育、文化、醫療等服務業有序開放，進一步放開一般製造業，繼續吸引外資企業來
華投資，鼓勵外商投資向中西部地區轉移。胡祖才還表示，近年來，我國利用外資結構不斷優化，服務業成
為利用外資最多的行業，中西部地區利用外資規模也不斷擴大，外資企業在促進我國區域協調發展等方面發
揮了重要作用。未來將通過制定措施促使國內企業擴大對外投資，具體包括進一步簡化審批程式，對境外投
資實施備案管理模式，以促進投資便利化。資料顯示，2013 年，中國實際使用外資金額 1175.86 億美元(未
含銀行、證券、保險領域資料)，同比增長 5.25%。其中服務業實際使用外資 614.51 億美元，同比增長
14.15%，在全國總量中的比重為 52.3%，首次占比過半。
◆ 【一線城市房企抄底土地成交升溫地價創半年新高】
在樓市出現回暖跡象之時，土地市場也有所升溫。北京、上海、廣州、深圳四個一線城市土地市場出現上行
趨勢，溢價率、成交單價均創下半年來的新高。10 月以來，20 個標杆房企中，萬科、保利、首開均有拿地
舉動。從目前市場趨勢看，土地市場依然將低位運行，但抄底的企業或將有所增加。中原地產市場研究部統
計資料顯示，10 月以來，一線城市土地成交 22 宗，合計成交規劃建築面積 234.96 萬平米。雖然受到 7 天
長假影響，成交面積低於 9 月，但成交均價則創造了最近半年的最高點。據統計，這 22 宗土地成交樓面價
達到了每平米 9787.5 元(人民幣，下同)，這也是僅次於今年 1 月份的高點。其中，住宅地塊成交 7 宗，合計
簽約 114 萬平方米，住宅成交樓面價達到每平方米 15172 元，溢價率升高至 36%。土地市場在 10 月份出現
復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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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爾眼科（300015）：業績高速增長，品牌優勢凸顯
三季報收入 18.38 億，增 21.94%；歸屬母公司利潤 2.55 億，增 40.03%；扣非利潤 2.52 億，增 46.79%，符合
預期。其中三季度單季增長 38.40%。
點評：（1）隨著 10-12 年新店步入正軌，單季度管理費用同比僅增 12.73%，管理費用率大幅下降。（2）
具體業務條線：白內障收入 3.30 億，增 33.4%，視光收入 3.68 億，增 30.3%。（3）專注於眼科業務，市場
認可度逐步提高，品牌優勢越來越明顯。（4）隨著業務規模的擴張，管理層的能力顯得越來越重要，公司
今年推出的並購基金和合夥人創新機制可長期解決人才和管理問題，也解決上市公司業績增長與擴張間的矛
盾。（5）作為海通醫藥 14 年年度組合、半年度組合和 10 月組合持續推薦。
風險提示：手術事故風險。

中工國際（002051）：Q3 業績符合預期，收入提速，新業務進展順利，繼續推薦
前 3 季度收入增 11%，淨利潤增 21%；單季度收入增 23%提速顯著，年初以來新生效訂單加快體現到收入；
扣除減值和匯率影響後營業利潤增 23%，公司預計全年業績增 10-30%；主業強勁，水處理業務進展順利，
14-15 年 eps 為 1.14 和 1.37 元，繼續推薦。
主要風險：經濟下滑風險；訂單推遲風險；回款風險。

平安銀行（000001）三季報點評：業績持續超預期，轉型創新持續。
3 季報總結：業績高增長持續，轉型創新持續。2014 年前季度淨利潤 157 億，同比 34%，營收和撥備前利潤
同比分別 46%、54%。亮點：（1）收入增長超預期，息收入同比增長 32%，淨手續費同比增長 73%。（2）
撥備計提持續較高水準，存量撥備覆蓋率平穩。不足：資產品質壓力繼續上行，不良淨生成率持續上行，關
注類上行。
投資建議：前三季度收入盈利超預期，奠定全年業績；業務轉型深化，創新產品持續推出，綜合金融未來仍
有拓展空間，持續看好，長期推薦。
風險提示：宏觀經濟和監管政策。

長城汽車：壓力期延長，新品期來臨
1-9 月收入 426 億，同比+4.4%，淨利潤 56 億，同比-9.49%；Q3 單季收入 141 億（同-2.1%，環+1.9%），淨
利潤 16 億（同-21.8%，環-16.2%），低於預期，根源在於毛利率下滑，費用率上升，需等待新品上市，提
升銷量改善盈利；1-9 月銷量 51 萬，同比-8.3%：SUV 為 35 萬，同比+16.1%；轎車 7 萬，同比-53.9%；Q3 單
季銷量 16 萬，同-14.0%，環+0.9%：SUV 為 12 萬，同+8.1%，環+8.7%；轎車 1.37 萬(同-69.7%，環-11.7%)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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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H6 銷量 22 萬，同比+51.1%,其中 Q3 為 8 萬(同+31.0%，環+6.3%)，未來月銷將突破 3 萬；7 月 H2 上市,Q3
銷量 1.34 萬，月銷將突破 1 萬，未來挑戰 2.5 萬/月。
關注新品週期，H1-H9 的產品序列全面發力，如 H8 上市，品牌和市場空間打開。“買入”評級。
風險提示。SUV 行業景氣大幅下滑；新車上市進程低於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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