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 年 11 月 13 日

市場回顧與後市研判
昨日滬指維持強勢。終盤，上證綜指、深證成指、中小板指和創業板指分別上漲 1.00%、1.17%、0.96%、
0.97%。板塊方面，漲幅靠前的板塊分別是非銀金融、農林牧漁、交通運輸，漲幅分別為 3.62%、2.58%、
2.53%。僅銀行板塊下跌，跌幅為 0.26%。50 只個股漲停，無個股跌停。
繼週二的天量之後，昨日市場小幅反彈但成交量明顯萎縮，這說明市場在經歷了週二的風險集中釋放之後，
博弈情況略穩定。我們在昨日的晨報中提到，推動本輪股指強勢上行的基本面因素並未發生本質性變化，多
空雙方在關鍵點位的博弈是造成恐慌性下跌的主要因素。但是，雖然週三股指維持強勢，但從期貨總持倉量
居高不下的現狀看，不排除空頭後期還將出現一次反撲的可能，故市場的短期震盪尚未結束。作為投資者而
言，短期可以關注兩條投資主線：一、滬港通以及股指連續上行直接受益的券商板塊，無論是從估值還是盈
利提升的角度看，券商股都具有較大的吸引力；二、中盤藍籌股，如醫藥、消費等，該板塊整體估值相對較
低，在市場震盪盤整階段，該類股票的避險效果突出。
操作上，仍建議佈局非銀金融、大消費、地產等，長期看部分成長股在調整過程中的佈局價值開始顯現，投
資者可以逢機逐步建倉。

重要新聞
◆ 【習近平會晤奧巴馬：推進中美新型大國關係建設】
11 月 12 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同美國總統奧巴馬舉行會談時強調，雙方要朝著 6 個重點方向推進中美新型大
國關係建設。第一，加強高層溝通和交往，增進戰略互信；第二，在相互尊重基礎上處理兩國關係；第三，
深化各領域交流合作；第四，以建設性方式管控分歧和敏感問題；第五，在亞太地區開展包容協作；第六，
共同應對各種地區和全球性挑戰。奧巴馬表示，美國歡迎和支援一個和平、繁榮、穩定、在國際上發揮更大
作用的中國，這符合美國的利益。美方沒有圍堵或損害中國統一的意圖。
◆ 【明年中國 GDP 目標下調或成定局 7%為主流建議】
從參與編寫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報告的人士處獲悉，2015 年 GDP 目標下調已成定局，具體數字還未定，但 7%
的建議目前居主流。至於 CPI 是否發生變化，這名人士表示不便透露。11 月 12 日有外媒報導稱，在 12 月
份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中國將討論維持 2015 年 CPI（居民消費價格指數）目標在 3.5%不變。政府還將
討論把 2015 年經濟增長目標定在約 7%或 7%以下，調降 M2 增長目標，從 13%降至 12%。此前有分析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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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 10 月 CPI 同比增速持平於 9 月，略好於預期，但是仍為 57 個月以來的低點；PPI 如期減速 2.2%，環比
減速幅度也持平於 9 月，為 16 個月以來低點，隨著 CPI、PPI 趨勢性走低，2015 年通貨膨脹目標可能會調降。
◆ 【金融加碼支持一帶一路:海上絲綢之路銀行正籌建】
中國將出資 400 億美元成立絲路基金。目前，不少社會資本也準備通過多種方式與絲路基金共同參與“一帶
一路”建設。中國證券報記者獲悉，相關部門正指導籌建“海上絲綢之路銀行”。海上絲綢之路投資基金管
理中心是海上絲綢之路銀行籌建的主要參與機構。海上絲綢之路銀行的擬註冊資金將從原來的 50 億元人民
幣進行更多追加。目前，多個東盟國家表示將參與該銀行籌建。
◆ 【新退市制度 16 日正式施行八家公司將接受生死考驗】
從 11 月 16 日起，證監會發佈的《關於改革完善並嚴格實施上市公司退市制度的若干意見》就將正式施行，
滬深兩個交易所修訂的相關規章制度也將與之同時施行。業內人士分析認為，*ST 國恒、*ST 超日、*ST 二
重、*ST 武鍋 B、*ST 鳳凰、寶德股份、天龍光電和萬福生科八家公司將接受新退市制度的考驗，是生是死
明年就將見分曉。統計資料顯示，今年前三季仍處於虧損狀態的 ST 公司共計 24 家。其中，*ST 超日、*ST
儀化、*ST 二重虧損額居前三位。其中，*ST 二重、*ST 超日兩家公司由於在 2011 年至 2013 年期間連續虧
損已經暫停上市，今年前三季度繼續虧損，按照相關規定，一旦兩家公司在 2014 年無法盈利，就將在 2014
年年報披露後正式啟動退市程式。
◆ 【防止國有資產流失方案有望近期出爐國企改革進程加快】
11 月 12 日，消息人士表示，國務院國有企業改革領導小組正在抓緊起草關於防止國有資產流失的方案，該
方案可能先于國企改革頂層設計方案在近期出臺。該方案將針對改革中容易出現的國有資產流失範圍、環節
劃定標準，完善國企產權，保障國資底線。中國企業改革與發展研究會副會長李錦認為，國企改革由於涉及
到部委的內部協調，改革進度有限，而一些關鍵領域由於擔心國有資產流失，改革仍躊躇不前。隨著相關利
益協調，統籌工作的加快推進以及防止國有資產流失的方案的出臺，將有利於加快國資國企改革進程。

飛凱材料（300398）：成長中的新材料之星
紫外固化材料屬於高技術壁壘、高成長性行業，國內高端產品大多依賴進口，進口替代空間大。2001-2011
年，國內紫外固化材料消費量從 1.87 萬噸增長至 12.21 萬噸，年複合增速 20%以上，而 2009-2011 年，國內
紫外固化材料消費量年複合增長在 40%以上，行業增速加快。目前國內普通 UV 塗料、UV 油墨國內已經能
生產並部分出口，但高端產品如光刻膠、導電塗料、防汙塗層仍需進口，技術仍掌握在少數幾家跨國企業手
中。
紫外固化材料新應用層出不窮。紫外固化材料近幾年新應用不斷，如 UV 光固化立體成型、透明導電塗料、
電子觸控式螢幕、噴墨太陽能電池、生物細胞塗層、光學塗料、防指紋塗層、飛機隱形塗層等，應用層出不
窮，根本原因是光固化的便捷性。

2

飛凱材料掌握紫外固化材料核心技術：樹脂合成+配方，主營光纖塗覆材料過去幾年戰果輝煌，未來光刻膠、
紫外固化塑膠塗料等新產品接力增長；目前臺灣南亞已成為公司光刻膠穩定客戶，塑膠塗料 2013 年收入超
過 2000 萬元，隨著這兩個項目在 2015 年投產，預計公司業績將繼續實現快速增長。
研發優勢顯著，擁有多領域技術儲備，如電子級超純氧化鋁、無鉛錫膏等，前者用於藍寶石螢幕、LED 襯底
等，公司前期公告將在安徽安慶建立超純氧化鋁生產基地；後者用於新一代環保型 SMT（表面貼裝元器件）
工藝，前景廣闊。
給予“增持”評級。預計 2014-2016 年 EPS 分別為 1.17 元、1.62 元、2.23 元，未來三年複合增長在 40%左右，
6 個月目標價 84.24 元，對應 2015 年 52 倍動態 PE。
風險提示：原材料價格波動風險；產品價格波動風險；市場競爭加劇風險。

桂冠電力（600236）：資產有望注入，來水向好增厚業績
一、龍灘資產有望注入
公司 13 年首次啟動大唐集團龍灘水電資產注入方案，被中小股東否決，主要原因包括：龍灘 12 年來水偏枯
盈利一般、重組方案估值偏高。隨後，公司公告龍灘注入在 2018 年完成，保證不會攤薄桂冠利潤水準。
公司目前正在積極籌備重啟計畫，集團層面今年主要的精力在華銀，華銀重組結束之前推進桂冠電力資產注
入計畫可能性不大。華銀的股權結構更為分散，其資產注入計畫的完成，將對桂冠電力提供更成熟的經驗。
二、公司後續利好因素（以確定性排序）
1. 今年來水向好
受益於今年紅水河流域整體水量較高，達到 2008 年以來的最好水準，龍灘水電和桂冠現有水電資產的業績
均有可能在今年與明年一季度出現較為明顯的漲幅。
2.集團公司水電上市平臺：大唐其他水電資產注入可能性
假設龍灘資產成功注入後，大唐集團尚持有 500 萬千瓦水電資產，未來不排除注入桂冠電力的可能性。目前，
集團另外三個具有上市平臺定位的主體為：華銀電力（地區火電）、大唐發電(火電)、大唐新能源（H 股、
風電+煤炭）。我們預計，公司有潛力成為大唐集團的水電平臺。
3.電改：開展大用戶直購電有水電低價+火電調峰優勢
公司近日已收到廣西工信委批文，電網對於公司大用戶直購電的上限比例為 10%。公司之前雖與下游大工業
客戶做過接觸，但並未有實際大用戶直購電項目進展。鑒於公司水電價格低，火電可調峰，在大用戶直購電
上游經濟性與穩定性雙重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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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用戶直購電電價需高於地方標杆電價（0.26-0.28 元），而公司目前平均水電上網電價 0.23 元，因此量價
上對公司都有促進作用。公司對進入配電網較為謹慎，因為售電端利潤空間有限，建設成本高。
4.外延發展：風電+核電
目前有四個與煙臺兩個風電專案，計畫于貴州、山東和廣西地區積極發展風電。公司董事長以前是中核黨組
成員，基於其核電背景優勢，未來不能排除公司參股核電公司的可能性。
三、風險提示
1.公司現有水電資產與龍灘水電均處於紅水河流域，一旦來水情況惡化，一榮俱榮，一損俱損；
2.公司重啟龍灘注入後，能否協調集團與小股東之間的分歧尚不確定，能否成功注入亦不確定；
3.明年水電資產盈利提升後，火電表現可能相應走低。

榮之聯（002642）：多行業佈局大資料應用，生物雲、車聯網及移動互聯網齊頭並進
事件點評：榮之聯股價大漲並創歷史新高；完成收購泰合佳通資訊技術有限公司 100%股權；騰訊收購華大
傳聞引發市場追捧。
IT 產業發展由解決方案專案驅動模式轉向最終使用者持續運營服務驅動模式，物聯網+雲計算+大資料構建起
基於資料獲取、處理、分析及應用為閉環的資料資產運營體系。具備行業前瞻力、在特定行業能夠實現用戶
爆發、互聯網效應顯現的個股是市場分化階段被追捧個股的典型特徵。
多行業發力，未來有望形成“多雲運營”格局，想像空間大。榮之聯先後成功佈局生物雲、車聯網、移動互
聯網等多個雲應用領域，未來有望形成“多雲聯合運營格局”，一旦其使用者實現規模爆發，有望實現專案
驅動向客戶運營驅動的模式轉變。以生物雲為例，若能實現基於基因檢測的健康管理模式運營，以單使用者
年 ARPU 值 100 元計算，若能實現 200 萬左右的消費者持續運營，其業績貢獻就大體相當於 2014 年全年淨
利潤水準。再以其車網互聯 800 元的組合硬體定價及可能的年 200 元的服務收入水準假設，一旦使用者規模
達到百萬量級，業績彈性亦不容忽視。
BAT 紛紛佈局健康領域，基因大資料是這一領域的制高點，騰訊對華大收購預期帶動榮之聯股價強勢。我們
認為，作為華大在生物雲領域的解決方案供應商，榮之聯目前在這一領域的業務仍以 IT 基礎建設為主，尚
未實現對於使用者資料的價值再發現，短期股價上漲更多系市場對這一領域的前景給予樂觀預期。在 BAT
紛紛佈局的大背景下，若榮之聯實現生物雲細分產業的精准卡位元，實現其業務模式由解決方案向持續運營
（或聯合持續運營）模式的轉變，價值有望進一步被重估。
主要風險：業績增速與估值水準不匹配引致的風險、模式轉型低於預期風險、多產業佈局所產生的整合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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