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 年 11 月 06 日

市場回顧與後市研判
昨日滬深兩市指數震盪下行，成交量繼續維持高位，兩市全天成交金額 3796 億元人民幣，上日為 4258 億
元。終盤，上證綜指、深證成指、中小板指數和創業板分別下跌 11.43 點（或 0.47%）、8.22 點（或
0.10%）、9.06 點（或 0.16%）、3.91 點（或 0.26%）。 板塊方面，非銀金融、電力及公用事業和商貿零售
板塊漲幅較大，分別上漲 1.50%、0.68%和 0.68%； 煤炭、有色和建築板塊下跌，分別下跌了 1.79%、1.74%
和 1.42%，全市場共有 29 個股漲停，1 隻股票跌停。
11 月 5 日，滙豐銀行（HSBC）與英國研究公司 Markit Group 聯合公佈的資料顯示，中國 10 月服務業採購經
理人指數（PMI）滑落至 52.9，9 月為 53.5。10 月滙豐中國綜合 PMI 指數為 51.7，9 月為 52.3。中國國家統
計局服務業調查中心和中國物流與採購聯合會 11 月 3 日公佈，2014 年 10 月，中國非製造業商務活動指數
為 53.8%，比 9 月回落 0.2 個百分點，連續兩個月出現回落，且為九個月最低。10 月中國官方製造業採購經
理指數(PMI)為 50.8，較 9 月回落 0.3 個百分點，為 5 個月新低。新股方面，陝西黑貓當日在滬市主機板掛牌
上市交易，大漲 44.07%，盤中因觸及漲幅限制再次上演“秒停秀”。
對於後市，四季度注意短期行情調整風險。中國版馬歇爾計畫有可能成為近期持續炒作的品種，GNI 有望取
代 GDP 成為經濟發展的核心目標，有關計畫的具體措施有望在 APEC 會議期間發佈，持續推薦中國國際、中
材國際、中國交建、通源石油、准油股份、重慶港九。

重要新聞
◆ 【10 月滙豐中國服務業 PMI 降至 52.9】
11 月 5 日，滙豐銀行（HSBC）與英國研究公司 Markit Group 聯合公佈的資料顯示，中國 10 月服務業採購經
理人指數（PMI）滑落至 52.9，9 月為 53.5。10 月滙豐中國綜合 PMI 指數為 51.7，9 月為 52.3。中國國家統
計局服務業調查中心和中國物流與採購聯合會 11 月 3 日公佈，2014 年 10 月，中國非製造業商務活動指數
為 53.8%，比 9 月回落 0.2 個百分點，連續兩個月出現回落，且為九個月最低。10 月中國官方製造業採購經
理指數(PMI)為 50.8，較 9 月回落 0.3 個百分點，為 5 個月新低。
◆ 【10 月以來發改委批復基建投資近 7000 億力推穩增長】
11 月 5 日，發改委共批復了七條鐵路建設項目，總投資達 1998.6 億元。據統計，自 10 月 1 日至今，發改
委所批復的機場、鐵路項目共達到了 6933.74 億元。其中，10 月份一個月批復了機場鐵路專案投資達
4935.14 億元。密集程度和批復金額遠高於今年過往月份，穩增長的意圖明顯。發改委 5 日所批復的鐵路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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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包括：南昆鐵路南寧至百色段增建二線工程項目，總投資 98.83 億元。新建格爾木至庫爾勒鐵路，項目總
投資 376.4 億元。新建連雲港至鎮江鐵路，項目總投資 464.62 億元。新建衢州至寧德鐵路，項目總投資
304.85 億元。新建和順至邢臺（小康莊）鐵路，項目總投資 66.4 億元。新建祥雲至臨滄鐵路，項目投資預
估算總額 155 億元。新建南昌至贛州鐵路項目總投資 532.5 億元。
◆ 【國務院推五個“一律”更方便企業投資】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 11 月 5 日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決定削減前置審批、推行投資項目網上核准，釋放
投資潛力、發展活力；部署加強智慧財產權保護和運用，助力創新創業、升級“中國製造”。會議指出，按
照《政府工作報告》要求，從改革創新制度入手，以精簡前置審批，規範仲介服務，實行更加便捷、透明的
投資項目核准為重點，把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向縱深推進，有利於根治“審批依賴症”，堵住利益輸送“暗
道”，轉變政府職能，建設法治政府、現代政府，放開企業手腳，營造鼓勵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良好環境。
會議決定，一是實行五個“一律”，更大程度方便企業投資。二是企業需要仲介服務的，由企業自主選擇。
三是推行前置審批與項目核准“並聯”辦理，作為重要簡政措施，加快辦理速度。四是強化事中事後監管。
◆ 【機器人產業發展將制定路線圖】
第三屆中國機器人高峰論壇 11 月 5 日舉行。據工信部裝備工業司副司長王衛明介紹，產業標準體系、准入
制度、產業發展資金支援等系列措施將出臺，我國機器人路線圖以及機器人產業“十三五”規劃也有望制定
出臺。作為機器人重要產地和消費市場，上海則計畫以搭建產業服務平臺、設立產業基金等多種舉措推進機
器人發展和應用。
◆ 【四部委分工負責國企改革方案最快明年上半年出臺】
11 月 5 日，據權威人士透露，隨國務院國有企業改革領導小組成立，國企改革中央層面已經基本確立各部
委的職能和分工，國企改革不是由國資委單一主導，目前包括國資委、發改委、財政部和人社部等部委都在
積極推進和制定相應的改革方案，預計最快于明年上半年出臺。上述人士透露，整體方案由國務院國有企業
改革領導小組總攬，具體方案由國資委、財政部、發改委和人社部四個部門分工負責。其中，國資委負責國
企的功能定位與分類改革，發改革負責制定混合所有制改革辦法，財政部負責資本經營預算等資本管理體制
改革，人社部則主要負責薪酬改革方案發佈後的細則制定。

世聯行（002285）：走在邁向 P2P 的陽光大道上，重申長期看好
不可忽視的房地產服務產業鏈。我們始終堅持，地產下半場房地產服務產業鏈將迎來波瀾壯闊的大發展（參
見海通房地產服務產業鏈 4 大系列報告和投資邏輯體系，全市場唯一）。成熟國家發展經驗表明，地產服務
產業鏈龍頭將持續跑贏行業和市場指數。世聯行作為子版塊龍頭的重要地位將為公司帶來長足發展。
金融業務發展超市場預期。公司小貸業務不僅自有資金使用充足，同時在類資產證券化和出表業務上不斷擴
張（年內已有多筆信貸基礎資產轉讓）。我們認為公司正在向 P2P 業務進行積極轉型。考慮未來二手房數量
和房齡問題都將帶來銀行貸款難度加大。公司將有望通過小貸切入二手房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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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量經濟意義重大。二手房市場是中國最大存量經濟，但目前市場僅挖掘撮合交易環節，在金融環節上突破
較小。如果能順利切入，不但資產風險可控、且市場潛在空間巨大（日本地產下半場，新房和二手房市場占
比從最初 8 比 2 變為 4 比 6）。從估值看，以存量物業為主的彩生活 14 年估值在 60 倍，世聯目前 25 倍。
銷售服務帶來股價彈性，內涵外延雙輪增長。市場銷售復蘇和新業務有序推進帶來內涵增長（三季度首次實
現電商收入，資管和金融業務占營收比達 17%）。市場前期下行為公司外延擴張帶來戰略機遇（已收購立丹
行，後期搜房戰略入股還將帶來 7 億現金）。
風險提示：行業面臨加息和政策調控兩大風險。

錦龍股份（000712）：定增預案公佈，提升資本實力
【事件】錦龍股份發佈非公開發行股票預案公告，公司擬以不低於定價基準日前 20 個交易日股票交易均價
的百分之九十，即不低於 16.35 元/股（較停牌前折價 12%），非公開發行不超過 2.14 億股，募集不超過 35
億元（含發行費用），增加公司的自有資金，壯大公司的資本實力。
【點評】
定增募集資金過半用於償還債務，利於未來業績表現：公司擬將募集資金中的 17.36 億元用於償還債務，以
降低財務費用。
截至 2014 年 9 月 30 日，公司長期借款共計 17.36 億元，應付債券 2.97 億元。2014 年 1-9 月，合併口徑下公
司支付財務費用 1.09 億元，占總營業收入的比例高達 15.44%。定增募集資金償還債務後有望大大降低財務
費用，為公司帶來業績增量。
控股股東參與定增，保持控股比例不變彰顯信心：控股股東新世紀公司承諾接受其他發行物件申購競價結果
並與其他發行對象以相同價格認購。控股股東將保持控股比例不變，充分顯示其對公司長期發展前景充滿信
心。
公司已轉型為民營綜合金融平臺，資本實力提升有望支持旗下中山證券等快速擴張：剝離自來水業務後公司
已成為控股中山證券，並參股東莞農商行、東莞證券、益民基金、華聯期貨等的民營綜合金融平臺。定增進
一步提升公司的對外投資能力，對於旗下中山證券的資本消耗型創新業務，有望配合互聯網券商的改革發展，
獲得大力資金支援。
先後牽手騰訊、金融界、百度等互聯網巨頭，互聯網佈局領先：公司旗下中山證券繼騰訊、金融界之後中山
再牽手百度，並且均是首批（個）合作券商。中山借助互聯網巨頭的流量優勢和低傭導入客戶，在流量導入
上具備非常大的優勢。同時，通過“小融通”產品提升客戶粘性、實現流量變現，形成“流量導入+低傭吸
引客戶，融資類產品實現收入”的盈利模式。
公司在互聯網券商業務上佈局領先，未來發展空間巨大，有望實現彎道超車。
風險提示：中山證券互聯網券商推進進度不達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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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海種業（002041）：預收款資料超市場預期，業績確定性高
登海 10 月份預收款數據已出，9、10 兩月預收款總計同比增速近 50%，超過市場預期，公司新銷售季度品
種推廣將較為順利，未來業績表現確定性高。由此，我們認為我們盈利預測的核心假設：14/15 銷售季節登
海 605 推廣面積繼續高增 40%以及先玉 335 的同比持平大概率可以完成。
此外，除了公司本身擁有登海 605、先玉 335 等優勢品種外，行業層面看，去庫存開始，行業趨勢向好。由
於制種面積下滑，14/15 銷售季節的供應量有較大幅度下降，預計 14/15 銷售季節的競爭激烈程度較 13/14
有所緩解。我們重申對登海的推薦。預計公司 14、15 年 EPS 分別為 1.11 和 1.41 元，目標價 42.3 元，買入
評級。
不確定因素：登海 605 推廣不達預期，先玉 335 的銷售量再低於預期。

金達威（002626）：切入輔酶 Q10 保健食品藍海，海外並購蓄勢待發
公司近日已取得保健食品生產許可證，結合前期準備工作，我們預計公司自主品牌保健食品即將上市，其中
輔酶 Q10 產品下游需求旺盛，有望打造明星單品。
海外並購戰略浮出水面，儘管暫未取得成功，但相關戰略仍將持續推進。
主要不確定因素。稅收優惠政策變化風險、安全生產的風險以及出口業務匯率風險。

華策影視（300133）：參股天映傳媒，強化電視節目製作能力；看好公司產業資源整合的佈局模式
華策影視公告以 4000 萬取得天津天映傳媒 40%的股權。
天映傳媒具備強大的原創節目研發、策劃和製作能力。其團隊出品過市場節目《INCHINA 時尚中國》，也是
《最美和聲》的製作方，參與制作《愛唱才會贏》、《爽食贏天下》等節目。在新媒體內容也有實踐經驗。
天映傳媒節目研發、製作能力強勁，華策影視參股天映傳媒，可以完善整個集團的節目製作能力，為電視臺
提供節目的全案解決方案（投資、研發製作、宣傳、廣告招商）。
整個交易估值合理。天映傳媒承諾 2015 年至 2017 年累計實現 4000 萬淨利潤，年均利潤 1300 萬左右，相對
整體的估值 1 億來說，參股 PE 合理。
看好華策以產業鏈整合為目的的佈局模式。華策對天映傳媒並不僅僅是財務投資，而是希望參與到天映製作
的項目中去，所有天映的專案，華策都會獲得相應的投資比例並獲取收益。從華策之前的佈局來看：參股合
潤傳媒，能夠通過合潤傳媒為其本身的影視劇業務帶來植入廣告；參股高格，取得了與高格共同投資項目的
權利；參股郭敬明的最世文化，則取得了郭敬明圖書版權的共同投資開發權益。華策的佈局弱化財務收益，
以產業鏈資源整合為導向，能以較為經濟的投資成本獲得更大的投資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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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策影視整體業務線佈局已經相當完整：以電視劇為基礎，加大電影投資、切入節目業務，同時向藝人經紀、
植入廣告、播放管道等上下游拓展，立足國內佈局海外，是我們推薦的“一線龍頭全球化佈局”主題的重點
標的，目前股價低於 2 月增發價格（2 月增發有湖南電視臺參與），接近 10 月增發的底價，安全邊際顯著，
建議積極配置。
主要風險：業務擴展至電影製作發行存在不確定性；影視劇公司通過並購、借殼等方式進入二級市場，加劇
市場競爭；作為輕資產公司面對核心人才、團隊流失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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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一個投資產品的計價貨幣乃投資者本國或地區以外的其他貨幣，匯率變動或會對投資構成負面影響。過
去的表現不一定是未來業績的指標。某些交易（包括涉及金融衍生工具的交易）會引起極大風險，並不適合
所有投資者。人民幣計價股票的二手市場可能未必活躍，閣下或需承受有關的流通量風險。由於人民幣仍然
不能在香港自由兌換，閣下可能無法在閣下所選定的時間兌換人民幣及／或兌換閣下選定的人民幣金額。人
民幣匯率波動可能導致閣下於兌換人民幣為港幣或其他外幣時蒙受虧損。
本檔中所載任何價格或水準僅屬參考而已，可能因應市況變動而有所變化。本行概不就因使用此等市場資料
而產生的任何直接、間接或相應損失承擔任何責任。證券價格可升可跌，甚至變成毫無價值。買賣證券未必
一定能夠賺取利潤，反而可能會招致損失。海通國際證券及本集團的關聯公司、其高級職員、董事及雇員將
不時於本文件中提及的證券或衍生工具（如有）持有長倉或短倉、作為主事人，以及進行購買或沽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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