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 年 10 月 30 日

市場回顧與後市研判
昨日兩市雙雙高開，震盪後展開反攻，指數繼續強勢反彈。滬指強勢收復 2350 點、20 日均線。午後兩市股
指一度加速上攻，漲幅擴大，滬指一度漲逾 1.8%，但隨後在高位短暫回檔，漲幅縮小。臨近尾盤，滬指再
度拉升。通過本周兩連陽，滬指之前五連陰失地已經基本收復。板塊方面，自貿區概念股井噴，個股全線上
漲，高鐵、鋼鐵、航空等題材也大幅上漲，權重股方面，券商、保險漲幅超 2%，銀行、地產小幅上漲。成
交量上，兩市共成交 4573 億元，僅次於 9 月 16 日創下的 4994 億元的近四年成交量記錄，成交量大幅放大。
消息面，國務院：重點推進資訊消費、綠色消費、住房消費、旅遊休閒消費、教育文體消費、養老健康家政
消費等 6 大領域消費。美聯儲宣佈 QE 落幕，維持長時間寬鬆措辭有媒體報導，第二批地方自貿區的批復進
展名單近期將出爐，據瞭解，除天津外，福建、廣東也可能在第二批地方自貿區名單。
經過兩日大漲後，大盤已基本收復前期失地，從兩日的強勢收復看，在經歷短期調整後，指數再回上行趨勢，
中期向好情緒回升；預計在前期高點附近指數震盪將有所加大，然而放眼中長期，“四中全會”對於改革的
重大戰略意義會逐步凸顯，建議繼續關注國企改革、醫藥、體育、高鐵等板塊。

重要新聞
◆ 【國務院：重點推進六大領域消費】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 10 月 29 日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部署推進消費擴大和升級，促進經濟提質增效；決
定進一步放開和規範銀行卡清算市場，提高金融對內對外開放水準；確定發展慈善事業措施，彙聚更多愛心
扶貧濟困。會議指出，消費是經濟增長重要“引擎”，是我國發展巨大潛力所在。在穩增長的動力中，消費
需求規模最大、和民生關係最直接。要瞄準群眾多樣化需求，改革創新，調動市場力量增加有效供給，促進
消費擴大和升級，帶動新產業、新業態發展，推動發展向中高端水準邁進，打造中國經濟升級版。一要增加
收入，讓群眾“能”消費。分批出臺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配套措施和實施細則，多管道促進農民增收，努
力實現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發展同步。提高國有資本收益上繳比例，更多用於民生保障。二要健全社保體系，
讓群眾“敢”消費。提高醫療保險保障水準，全面推開大病保險。統籌推進社會救助體系建設。三要改善消
費環境，讓群眾“願”消費。加強農產品流通等骨幹網建設。推進消費品安全立法，嚴懲“黑心”食品、旅
遊“宰客”等不法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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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信部：六大稀土集團有望年底前組建完成】
29 日工信部透露，除包鋼集團、中國鋁業和廈門鎢業已經敲定的三家稀土大集團外，另外三家有望在年內
敲定，屆時我國整合組建六大稀土集團的工作將完成。依照今年 1 月 8 日，工信部出臺的《大型稀土企業集
團組建工作指引》方案，全國計畫形成六家稀土大集團。除了上述已經明確收到工信部批復檔的三家外，贛
州稀土、中國五礦和廣晟有色也很有希望。行業內人士表示：在六大稀土集團組建完成後，監管部門肯定還
會出臺一系列政策，而這些政策肯定都會向六大稀土集團傾斜，這其中就包括生產配額、指令性計劃、新增
採礦證等。
◆ 【鐵總：64 個新鐵路專案都已批復年底前全部開工】
據中國鐵路總公司 10 月 29 日透露，截至目前，今年計畫的 64 個新開工鐵路專案已全部批復，年底前可全
部開工。近期，青島至連雲港鐵路、武九客專大冶北至陽新段、麗江至香格里拉鐵路、武漢新港江北鐵路林
四房至黃州段等 7 個項目已經或即將陸續開工建設。按照國務院關於進一步加快鐵路建設的部署要求，2014
年全國鐵路建設有三大目標，即：全國鐵路固定資產投資 8000 億元、新線投產 7000 公里、新開工項目 64
項。
◆ 【京津冀簽署協定：將逐步統一稅收政策執行標準】
10 月 29 日，京津冀三地國稅、地稅部門召開稅收協作會議，共同簽署《京津冀協同發展稅收合作框架協
定》。協議提出，今後將在逐步統一稅收政策執行標準、建立稅收利益協調機制等方面開展深入合作。根據
協定，三地稅務部門將加快推進稅收現代化建設，構建京津冀協同發展稅收工作新格局。通過稅收合作，促
進區域內企業、人才、資金、商品及其他生產要素的合理流動，為三地經濟社會發展營造法治、公平、高效、
和諧的稅收環境；通過建立統一的納稅服務平臺，加快資質互認、征管互助、資訊互通，增強區域的稅收實
力和整體競爭力；共同推進區域稅收現代化建設，力爭成為全國稅收現代化建設的標杆和視窗。協議提出，
今後京津冀三地國稅、地稅部門將在８個方面開展深入合作：聯合推進京津冀協同發展稅收政策構建與完善；
逐步統一稅收政策執行標準；建立稅收利益協調機制；加強稅收征管協作；推進稅收執法協作；深化納稅服
務協作；拓展人才培養交流合作；加強稅收科研合作。
◆ 【美聯儲 10 月會議決議：結束第三輪 QE】
美國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FOMC)週三（10 月 29 日）公佈了貨幣政策聲明，宣佈終結其第三輪量化寬鬆計畫。
FOMC 宣佈，自引入現有資產購買計畫以來，就業市場前景已經取得了重大改善。此外，FOMC 繼續觀察到，
更廣泛經濟中擁有充足的潛在力量，可在物價穩定的環境下為正在朝著最大就業方向所取得的進展提供支援。
據此，FOMC 決定在本月終止其資產購買計畫。FOMC 還決定將基準利率維持不變，符合市場廣泛預期；同
時指出在資產購買計畫終結以後的很長時間裡，繼續將聯邦基金利率維持在當前區間很可能仍將合適；尤其
是，如果預期通脹率繼續低於 FOMC 的 2%長期目標，並假設長期通脹預期仍很穩定的情況下就更是如此。
聲明還指出，如果未來獲得的資訊表明，朝著 FOMC 就業和通脹目標所取得的進展快於 FOMC 目前預期，則
上調聯邦基金利率目標區間的發生時間很可能將早於當前預期。相反的，如果這種進展慢於預期，則上調目
標區間的發生時間很可能將晚於當前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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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航重機（600765）：三季度業績符合預期，期待業績拐點來臨
公司發佈 2014 年三季報：1-9 月實現營業收入 43.71 億元（YoY-2.80%），歸母淨利潤 1.19 億元
（YoY3.65%），EPS0.15 元。
點評：三季度業績符合預期，預計全年將高增長。三季度業績基本符合預期，我們判斷軍品交付結算時間帶
來的影響是業績同比增幅不大的主要原因。根據軍品交付結算規律，我們認為四季度將是公司產品的集中交
付結算期，單季度業績有望實現 1 倍增幅，預計全年業績將實現快速增長，營收達到 70.38 億元，同比增速
為 10%。
風電繼續減虧，佈局風電子公司立足長遠。前三季度投資收益由去年同期的-2385 萬元大幅減虧至今年的1180 萬元，符合我們的預期，主要原因是受益風電回暖，參股子公司中航惠騰同比減虧。公司 10 月 27 日
決定投資 4407 萬元設立廣東雷州調風風電場項目公司，占股本比例 51%。在風電復蘇背景下提早展開佈局，
將利好公司新能源業務長遠發展。預計全年風電業務將繼續減虧，增厚公司業績。
大型新設備帶來的產能和毛利率雙提升，液壓募投項目逐步達產，以及受益風電產業逐步復蘇，公司業績將
迎來高速增長，我們預計 2014-16 年 EPS 分別為 0.25、0.43、0.60 元，對應 10 月 28 日收盤價的 PE 為 97.71、
56.44、40.20 倍。考慮到公司三大主營業務全面好轉，尤其看好頂級設備為核心鍛造業務帶來的長期高成長
性，我們認為公司 2015 年合理 PE 應在 90-95 倍之間，綜合考慮後取中值附近 PE，六個月目標價至 40.00 元，
“買入”評級。
風險提示：軍品訂單大幅波動及軍品交付時間的不確定性，新產品量產晚於預期，生產線建設力度加大影響
當期淨利潤。

索菲亞（002572）：三季報業績超預期，向上趨勢確立
三季報業績超預期，定制家戰略抗週期增長。公司 1-9 月份收入、利潤分別增長 33.48%和 33.88%，其中三
季度單季收入、利潤分別增長 32.71%和 39.75%。三季報公司收入利潤錄得超預期增長，有效抵禦了地產銷
售低迷帶來的影響，排除了市場擔憂，證明瞭公司不斷創新實現穿越週期保持高增長的能力。公司在 2012
年下半年提出“定制家“戰略，從單一的定制衣櫃產品，向配套的臥房、書房、客廳、餐廳系列產品延伸。
定制家戰略經過多年實施，有效拉動了客單價增長抵禦地產影響帶來的客單量波動，預計今年客單價對收入
貢獻達 15%。
新一輪產能佈局進行時，保障後續增長。公司進入新一輪產能建設期，今年嘉善和廊坊工廠二期項目陸續投
入建設，增城新增地塊項目進入建設期，華中一期生產項目獲通過。從三季報看，在建工程為 1.73 億元，
比期初增長 220%，新一輪的產能投放將有效保障公司後續的銷售收入快速增長和不斷創新推出新品。在建
項目完成後，公司將形成輻射華南、華中、華東、華北的全國性產能佈局，不斷加快定制的反應速度，進一
步提升效率保障服務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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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次創業打造司米櫥櫃，有望再造一個索菲亞。公司去年底開始籌畫的司米櫥櫃專案在今年 7 月份正式發佈
產品，全年計劃開設 80 家門店，目前接單情況良好。公司對櫥櫃業務的初步拓展計畫是：用 5 年的時間打
造成櫥櫃行業領導品牌。
“買入”評級。三季報業績超預期，小非減持接近尾聲，向上趨勢確立。我們預測 2014-2015 年 EPS 至 0.74
元和 1.01 元，對應同比增長 34%，35%。目前股價對應 14 年 PE31 倍，年底估值切換，按照 15 年 30 倍 PE
給予目標價 30 元。
風險提示：定制衣櫃行業競爭加劇，櫥櫃品牌推廣低於預期。

海隆軟體（002195）：2345 全年盈利將大超業績承諾，移動互聯業務開始起步
（1）. 2345 淨利大超業績承諾，移動 APP 推廣初見成效。公司從 Q4 開始並表 2345，2014 年業績預告區間
下限為 9772 萬元，扣除前三季利潤 3772 萬元和 Q4 海隆原有業務利潤（不超過 961 萬），2345 在 Q4 將實
現利潤至少 5039 萬元；而 1-9 月 2345 已實現利潤 1.3 億元，合計全年將超過 1.8 億元，遠超淨利潤不低於
1.5 億元的業績承諾，顯示出 2345 所具有的強力流量變現能力。
目前，2345 已開始佈局移動互聯業務，推出了王牌手機助手、2345 手機流覽器、2345 天氣王、2345 上網導
航等 APP。據公開媒體披露，2345 手機流覽器目前已擁有 30 萬日活躍用戶，除網址導航外，還在試水通過
對一些輕遊戲的聯運模式，以增加用戶黏性。2345 線上下推廣上具有豐富的經驗和領先優勢，未來若有明
星 APP 產品出現，其移動互聯業務將有望實現突破式發展。
（2）. 外包業務繼續復蘇，日元匯率下跌致 Q3 營收環比下滑。公司前三季度營收同比增 13.5%，與中報
11.4%的營收增速基本相當，其中 Q3 單季營收增 11.0%，環比降 7.7%。我們判斷 Q3 單季環比下滑的原因主
要是日元匯率下滑，7-9 月日元對人民幣匯率從 0.061 下跌至 0.056，跌幅約為 8.2%。日元匯率目前位於 5
年來的最低點，短期日元匯率繼續大幅下跌的概率較小，我們預計公司全年營收將實現一定幅度的正增長。
（3）. 毛利率持續回升，銷管理費用率顯著下降。公司前三季度毛利率為 37.3%，同比上升約 2.4 個百分點，
較中報提升約 2.5 個百分點，其中 Q3 單季毛利率為 42.6%，同比提升約 9.3 個百分點，延續了 Q2 以來單季
毛利率水準回升的態勢。
我們判斷日元下滑對毛利率的衝擊逐步減輕，而公司來自金融資訊服務業務的毛利率可能繼續有所提升。前
三季公司銷售費用同比基本持平，管理費用增長 3.6%，兩項費用率合計同比減少 2.7 個百分點；Q3 單季銷
售費用同比僅增加 1.8%，管理費用則減少 20.6%，增速均顯著低於營收增速，兩項費用率合計同比減少約
9.8 個百分點。由於 2345 業務銷售費用率較高，我們預計並表後全年銷管費用率將較 2013 年出現顯著提升。
（4）. 看好公司移動互聯業務發展前景，“買入”評級。若未來日元匯率保持穩定，我們看好公司移動互聯
網業務的中長期發展前景，“買入”的投資評級。公司股價可能的催化劑包括瑞穗銀行合併正式啟動和移動
互聯網業務取得突破。
風險提示：人力成本上升風險；日元匯率長期貶值風險；移動互聯業務推進滯後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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鄂武商 A（000501）：1-3Q14 淨利增 42%，其中 3Q14 淨利增 59%，實施績效薪酬調動管理層積極
性，買入
鄂武商 2014 年前三季度收入 124.1 億元，同比增長 1.23%，歸屬淨利 4.85 億元，同比增長 41.96%，扣非淨
利潤 4.9 億元，同比增長 43.36%；其中第三季度收入 38.32 億元，同比增長 2.76%，歸屬淨利 1.16 億元，同
比增長 59.43%。前三季度攤薄每股收益 0.96 元（其中三季度 0.23 元），淨資產收益率 15.45%，每股經營性
現金流 0.88 元。
三季度財務結構上，收入增長 2.76%，較上半年增幅有所改善，毛利率減少 0.79 個百分點至 20.13%，期間
費用率同比減少 0.65 個百分點至 15.17%，費用控制能力較好。三季度公司收到漢口銀行紅利貢獻 1436 萬元
投資收益，驅動公司第三季度利潤總額增長 7.27%，報告期內公司繼續獲得收回武商廣場少數股權帶來的業
績增厚，三季度公司歸屬淨利潤大增 59.43%，表現優異。前三季度歸屬淨利潤增長 41.96%，對應 0.96 元
EPS。
公司同時公告：
（1）《經營者薪酬管理辦法》，主要內容為：營業收入達到 150 億元以上，利潤總額達到 5 億元以上，人
均淨利潤達到 3 萬元以上（同時滿足兩個及以上條件），董事長年度薪酬標準 260 萬元，其他經營者按崗位
職責、風險和貢獻確定分配系數，取值區間為 0.4-0.8；此外經營者在企業轉型、開拓創新等方面有突出貢
獻可給予一定額度特別獎勵。本次薪酬管理辦法使公司管理層能夠根據經營績效取得更具彈性的薪酬回報，
董事長 260 萬最高年薪相較於其此前 114 萬元年薪，提升幅度為 128%，估計其他高管薪酬提升幅度與此相
當，同時考慮特別獎勵的設置，有利於調動公司管理團隊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此外，公司在 9 月 23 日發佈
了《限制性股票激勵計畫（草案）》，考慮到國資委有關於“限制激勵總收益不超總薪酬 40%”的規定，本
次管理層薪酬的提升，也有利於提升被激勵對象可獲授予股權量。
（2）擬對下屬子公司武漢武商一卡通科技有限公司增資 7000 萬元，使其註冊資本金達至 1 億元，以支持其
向央行申請“互聯網支付（全國）”的支付許可證。這反映公司在穩固實體商業經營的同時，重視電商發展。
公司現有覆蓋全省的購物中心和超市門店、結合武商網和“武商一卡通”的優勢資源，進軍協力廠商支付領
域有較好的先天條件，獲得支付許可證後，能更好為公司的線上線下經營提供支付等相關服務，促進公司發
展。
對公司的判斷：（1）公司百貨業務旗下各門店品牌結構優化以保障內生增長、十堰人商新大樓和國際廣場
二期對未來業績持續增量貢獻，以及在黃石、青山、老河口和荊門等省內二三線城市自建購物中心加強下沉
（合計 70 萬平米，總投資 43 億元）；（2）公司量販業務擴張有序，在區域內已形成規模效應；（3）武商
廣場經營權收回後的業績增厚，2014 年已開始體現；及（4）大股東多次要約收購或增持均價高於當前股價，
而管理層股權激勵若成功實施，有利於提升業績增長潛力。
72 億市值對應 2014 年 PS 為 0.42 倍，主要估值指標低於行業平均。考慮到公司較強的區域競爭地位、較優
成長性，以及治理改善空間，“買入”評級。
風險和不確定性：百貨業態以大體量門店快速擴張帶來的短期資本開支和現金流壓力；新開門店培育期低於
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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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螳螂（002081）：業績符合預期，3 季度增速放緩，家裝 e 站訂單數量穩步增長
金螳螂公告 2014 年 3 季度業績，報告期內公司實現主營收入 145.77 億元，同比上升 25.37%；實現歸屬淨利
潤 13.16 億元，同比上升 30.45%；攤薄後每股收益 0.75 元。公司預計 2014 年實現歸屬淨利潤在 18.76 億至
21.89 億之間，同比增長 20%-40%。
1、 業績基本符合預期，與行業整體類似，3 季度繼續放緩，單季收入增 21%，營業利潤增 17.6%，歸屬淨
利增 22.4%（營業外收入 1800 多萬產生於家裝 e 站作價股投資螳螂電商產生的資本公積，螳螂分享到的資
本溢價）。淨利率達到高位後沒有再提升，基本維持在 8.5-9 個點之間。
2、 回款不佳；經營現金流-6.96 億，為歷史新低，低於去年三季末的-0.83 億，收現比為 77.22%，低於去年
同期的 86.84%，相應的，由於應收增加，前 3 季度計提的資產減值損失同比增加 90%；
3、 中報披露“金螳螂電商成立至今……線上線下累計承接訂單 2251 件，累計成交金額 9200 萬元”，即 6
月 6 日至 8 月 26 日訂單為 9200 萬元，訂單 2251 件，3 季報披露“電商公司成立至本報告披露日，線上線
下累計成交 4632 單，已發生資金流水 15869 萬元”，即 6 月 6 日至 10 月 29 日，訂單 4632 件，資金流水
1.58 億（由於包含部分定金，因此訂單金額應高於 1.58 億）。如果從訂單數量推斷，6.6-8.26 為 2251 件，9、
10 月為 2381 件。即 6、7、8 月月均 800 件左右，9、10 月份達到 1200 件左右；店面數量相應擴張：8 月底
簽約服務商 184 家，上線城市 44 家，體驗店 19 家，10 月底，簽約 250 家，施工包上線 68 家，主材包上線
22 家，體驗店 22 家。
4、 總體來看，傳統業務在增長和現金流兩方面承壓，今明兩年業績預期下調；隨著加盟商數量的增加和
F2C 供應鏈整合，9、10 月份成交量穩步增加，新邏輯部分驗證，基本面上，繼續關注供應鏈整合進展和市
場反應，資料上，關注訂單規模增長；對於裝飾板塊，我們重申看法，估值初步修復已經告一段落，未來建
議關注新邏輯驗證情況。
5、公司作為裝飾板塊的龍頭，訂單飽滿，同時，公司電商家裝業務穩步推進。“買入”投資評級。
6、 主要風險：經濟下滑風險；回款風險；訂單推遲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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