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 年 11 月 05 日

市場回顧與後市研判
昨日滬深兩市指數震盪整理，上證綜指收於 2430.68 點。 終盤，上證綜指上漲 0.65 點（或 0.03%）、深證成
指、中小板指數和創業板下跌 33.36 點（或 0.4%）、51.79 點（或 0.93%）、13.49 點（或 0.88%）。 板塊方
面，建築、煤炭和家電漲幅較大，分別上漲 3.83%、1.52%和 0.45%； 食品飲料、傳媒、商貿零售等板塊下
跌，分別下跌了 1.14、0.93%和 0.83%，全市場共有 41 個股漲停，沒有股票跌停。
昨日大漲的板塊主要圍繞中國的“馬歇爾計畫”相關的概念股。“一帶一路”已經在某種意義上成為中國版
“馬歇爾計畫”，將成為中國重大國家戰略的載體，作為國家戰略層面的長期規劃，在事件級別層次上遠超
自貿區等區域政策。從高鐵、核電到“一帶一路”，中國的國家戰略已從韜光養晦轉變為走出去的負責任大
國戰略, 與當年的“馬歇爾計畫”相似，“一帶一路”的規劃實施和中國走出去戰略都要求中國公司在海外
建設更多的基礎設施，包括港口、鐵路、公路、能源通道等。在頂層戰略目標下，擁有大量海外基建業務的
上市公司毫無疑問成為中國版“馬歇爾計畫的”直接受益者，海外基建概念股有望迎來爆發式增長的機會。
對於後市，四季度注意短期行情調整風險。絲綢之路主題帶來石油行業投資機會，關注通源石油、准油股份。
機械板塊關注陸上海上運輸設備、工程機械、油氣設備。萬科 10 月銷售超預期，推薦。

重要新聞
◆ 【新一輪輸配電價改啟動 電企受益】
12 年後，新一輪輸配電價改革在深圳啟動試點，電網企業將告別依靠買電賣電獲取購銷差價收入的盈利模
式，電力企業則將從中受益。近日，國家發改委下發《關於深圳市開展輸配電價改革試點的通知》。《通知》
指出，在深圳市開展輸配電價改革試點，將現行電網企業依靠買電、賣電獲取購銷差價收入的盈利模式，改
為對電網企業實行總收入監管，即政府以電網有效資產為基礎，核定准許成本和准許收益，固定電網的總收
入，並公佈獨立的輸配電價。同時，明確了輸配電准許成本核定辦法，建立對電網企業的成本約束和激勵機
制。
◆ 【草案已上報國務院 環境保護稅立法提速】
備受關注的環境保護稅立法又有新進展。1 日剛剛閉幕的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一次會議上傳出消息，
財政部會同環境保護部 、國家稅務總局積極推進環境保護稅立法工作，已形成環境保護稅法草案稿並報送
國務院。據悉，該稅法目前已列入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規劃和國務院 2014 年立法計畫。上證報記者
向權威專家求證環保稅法進展情況獲悉，早在幾個月前環保稅法草案稿就已上報國務院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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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務部：APEC 推動制定亞太自貿區路線圖】
亞太經合組織第二十二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APEC 會議”)開幕已進入倒計時。 昨日，商務部部長助理王受
文在商務部 APEC 中外媒體吹風會上透露，本次會議希望完成《亞太經合組織推動實現亞太自貿區路線圖》
的制定。APEC 第 22 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將於 11 月 10-11 日於北京舉行，在本次會議之前，還將於 11 月 78 日舉行部長級會議，5-6 日舉行最後一次高官會。
◆ 【工信部：加快形成手機產業發展相匹配政策支撐體系】
由工業和資訊化部指導，中國電子資訊產業發展研究院、廣東省經濟和資訊化委員會、惠州市人民政府聯合
主辦的 2014 中國手機創新周系列活動中國手機創新大會 10 月 31 日在廣東省惠州市舉行。工業和資訊化部
總工程師張峰指出，在全球手機產業加快轉型的背景下，我國手機產業也迎來新一輪的變革。中國手機市場
份額不斷提升，產業體系日趨完備，自主品牌手機企業快速成長，市場競爭力明顯提升，多家企業產銷量躋
身全球前列，我國的手機晶片設計及作業系統研發也已進入“爬坡上坎、蓄勢突破”的階段。
◆ 【發改委：到 2020 年控制溫室氣體排放行動目標全面完成】
國家發改委日前印發《國家應對氣候變化規劃（2014-2020 年）》。規劃提出，到 2020 年，應對氣候變化
工作的主要目標是：控制溫室氣體排放行動目標全面完成。單位國內生產總值二氧化碳排放比 2005 年下降
40%-45%，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費的比重到 15%左右，森林面積和蓄積量分別比 2005 年增加 4000 萬公
頃和 13 億立方米。產業結構和能源結構進一步優化，工業、建築、交通、公共機構等重點領域節能減碳取
得明顯成效，工業生產過程等非能源活動溫室氣體排放得到有效控制，溫室氣體排放增速繼續減緩。支持低
碳發展試驗試點的配套政策和評價指標體系逐步完善，形成一批各具特色的低碳省區、低碳城市和低碳城鎮，
建成一批具有典型示範意義的低碳城區、低碳園區和低碳社區，推廣一批具有良好減排效果的低碳技術和產
品，實施一批碳捕集、利用和封存示範項目。

中工國際（002051）：並非只是概念，“一帶一路”6.9 億美元訂單落地，繼續推薦
（1）中工昨日再度漲停，我們是市場推薦最早最堅決的賣方，自推薦來已上漲 64%；（2）公司公告計畫於
5 號與斯里蘭卡簽訂 6.9 億美元調水項目，工期 60 個月；（3）斯里蘭卡是印度洋上的明珠，海上絲綢之路
重要一站，習主席 9 月出訪，投資水到渠成；（4）公司新簽 31 億美元，為去年全年的 2.45 倍，一帶一路
並非只是概念，而是現實的強勁趨勢；（5）中工國際 98%業務在海外，一帶一路佈局完善，為本輪行業機
會龍頭，繼續推薦。
主要風險：經濟下滑風險；訂單推遲風險；回款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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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科 A（000002）：10 月銷售資料情況
事件：2014 年 10 月份公司實現銷售面積 190.6 萬平方米，銷售金額 220.9 億元。
投資建議：
當期銷售額大幅放量，創歷史次高：公司 10 月實現銷售面積 190.6 萬平方米，比 2014 年同期上升 13.66%，
環比上升 15.1%；實現銷售金額 220.9 億元，比去年同期上升 27.32%，環比上升 12.76%。10 月新政後公司
銷售明顯放大，其中銷售額數據同比超去年明顯超市場預期。考慮公司市場節奏把握能力以及本身產品符合
政策定位，我們預計公司全年銷售超 2000 億屬大概率事件。
1-10 月公司實現累計銷售面積 1454.4 萬平，同比增長 14.85%；實現累計銷售金額 1711.4 億，同比增長
17.34%。從銷售均價看，10 月銷售均價為 1.16 萬元/平，與今年 1 月 1.42 萬元/平銷售價格相比有所下降。
當月新增項目 4 處，土地投資依舊謹慎。10 月公司新增項目權益建面 102.88 萬平，累計土地權益投資 57.89
億。公司 2014 年 1-10 月新增權益建築面積 521.28 萬平；新增權益土地投資 198.24 億。截至 10 月公司土地
投資金額相對去年累計回落 71.8%。除 10 月小幅放量外，下半年公司土地權益投資基本處於持續緊縮狀態。
考慮到市場下行期土地降溫是大概率事件，以上策略將為公司未來取得更有利地塊打下基礎。此外，公司小
股操盤項目明顯增多也是權益投資下降的原因。考慮當前土地儲備足夠滿足公司銷售需要，我們預計公司
2014 年土地投資額將以保持現有規模為主。
保險公司前期大幅增持，股東結構變化有利估值國際化：截至 3 季度末，安邦對萬科持股比例已達到 2.13%。
考慮安邦此前多次舉牌地產企業，不排除未來安邦繼續增持萬科。目前華潤、公司事業部合夥人、安邦和外
資股東已成萬科前四大股東。我們認為股東結構轉變將對萬科 A 未來估值國際化起到積極意義。萬科 A 低
估值和持續成長優勢將對長線資金帶來更大吸引。
投資建議：目標價 12.83 元，估值切換能力強，“買入”評級：我們在 2013 年行業深度報告《打破地產估
值柏林牆》中指出 A 股地產龍頭公司估值溢價將成為未來趨勢。目前公司 B 轉 H 已成功實施，估值國際化
接軌將成為萬科未來股價趨勢。
考慮龍頭企業市場集中度提高、優質公司治理、股東結構的不斷改善，我們認為萬科合理估值應該與 H 股
龍頭公司接近，2014 年合理估值在 7.5 倍上下。預計公司 2014、2015 年 EPS 分別是 1.71 和 2.05 元，RNAV
在 15.2 元。按照公司 11 月 4 日 9.39 元股價計算，對應 2014 和 2015 年 PE 為 5.49 倍和 4.58 倍。給予公司
2014 年 7.5 倍市盈率，對應股價 12.83 元，“買入”評級。
風險提示：行業基本面下行風險

關注重慶港九（600279）投資亮點
重慶港是西南最重要的門戶港口，仔細梳理我們能發現該區域不乏投資亮點，包括：1）長期受益于中央長
江經濟帶戰略，交通部對江海聯運型船舶的推廣將使更多貨物選擇長江水路運輸；2）歐亞大陸橋—渝新歐
鐵路未來連通果園新港區（定增項目）；3）重慶是跨境電商試點五大口岸之一，配合渝新歐鐵路的貫穿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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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跨境貿易量有望提速。重慶港九（600279.SH）近期股價表現弱於“一路一帶”的其它港口概念股，總
市值僅有 41 億，值得關注。
風險提示：系統性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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