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 年 12 月 22 日

市場回顧與後市研判
上周市場券商銀行等金融股和傳統週期股等權重板塊輪番上漲，上證綜指站上 3100 點。上證綜指、深圳成
指分別上漲 5.80%、1.58%，而中小板和創業板指數分別下跌 1.91%和 1.65 %。板塊方面，一級行業漲幅較大
的板塊分別是建築、非銀行金融和銀行，分別上漲 20.17%、11.23%和 9.54%，下跌前三的分別是傳媒、電子
元器件和輕工製造，分別下跌 3.84%、3.23%和 2.41%。
我們認為國內市場處於牛市初期的大概率事件，短期市場仍較為樂觀。雖然經濟短期內難以明顯表現，但是
在貨幣政策持續寬鬆、央行持續釋放流動性等政策利好下，加上場外資金跑步入場等資金效應下，市場短期
趨勢向上趨勢不變，板塊和主題投資機會豐富，週期和成長各有機會，支持本輪市場走強的基本面、政策面
和資金面因素並未發生變化。
經濟面和政策面上，雖經濟不佳，但市場不懼經濟下行壓力，依舊表現靚麗。上周滙豐公佈的 PMI 為 49.5
低於預期，創 7 個月來首次低於 50 的枯榮線，表明國內市場實際需求不足，而新訂單指數也由上月的 51.3
放緩至 49.6，進入冬季後部分工廠暫緩開工等也影響了分項指數的表現，而而近期國際油價大幅下挫，大宗
商品價格受影響明顯，週期性製造業增長勢頭再度放緩，通縮壓力上升。雖然上周開始新股密集發行，市場
預計本輪新股凍結資金超過 2 萬億元，但在央行通過 SML 等公開市場操作形式放開“錢袋子”的護駕下，
市場資金面總體較為平穩，國內仍處於貨幣政策較為寬鬆的週期中，市場利率下行，資金面總體寬鬆將繼續
推動本輪牛市的向好，而國企改革提速這一催化劑將會助推市場更為樂觀。
綜上所述，我們維持市場處於牛市初期的樂觀判斷，即使短期有所波動，但仍不改市場中期向上的趨勢。投
資策略上，建議關注從一線大盤藍籌向二三線藍籌擴散的機會，守住金融股，積極佈局低估值的二三線藍籌
股，持續看好受政策推動的基建、高鐵、環保、國企改革、自貿區等板塊。此外，本周仍將有新股發行，建
議投資者積極參與申購。

重要新聞
◆ 【中央農村經濟工作會議今日召開】
中央農村工作會議 12 月 22 日、23 日在京召開。會議將對明年“三農”工作做出全面部署，且明年中央
“一號文件”也將在會議上徵求意見，修改完善後發佈。此次會議關注重點將在農業現代化、以及農村土地
制度改革、農產品價格改革等“三農”領域諸多關鍵改革。據農業部一位權威人士透露，農業部正在制定
《中國農業可持續發展規劃》，根據國土情況將農業發展劃分為鼓勵發展區、支持發展區、限制發展區和禁
止發展區等四大區域。其中，前兩個是農業發展重點區域。目前，農業部正在抓緊研究制定上《關於引導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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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土地承包經營權有序流轉發展農業適度規模經營的意見》和《關於農村土地徵收、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
市、宅基地制度改革試點工作的意見》的配套政策，將儘快出臺工商企業流轉土地資格審查、專案審核和風
險保障金制度的指導意見，提出土地承包經營權確權登記頒證的操作性政策建議和具體工作指導意見。
◆ 【習近平：支援澳門深化同廣東省及泛珠三角地區合作】
12 月 20 日，在澳門回歸祖國 15 周年大會上，國家主席習近平指出，要用好中央支持澳門發展的政策措施，
深化同祖國內地特別是廣東省和泛珠三角地區的合作。在區域合作中拓寬澳門發展空間，增強澳門發展動力，
努力實現與內地共同發展、共同進步。另外，要善於從長計議，抓住國家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機遇，圍繞建
設世界旅遊休閒中心、中國與葡語國家商貿合作服務平臺的發展定位，推動澳門經濟適度多元可持續發展。
要做好頂層設計，制定具體推進的步驟和措施。要堅持提升自身發展素質能力和加強區域合作“兩條腿”走
路。要以更大的勇氣和智慧破解發展難題，加強和完善對博彩業的監管，積極培育新的經濟增長點，不斷推
動經濟適度多元可持續發展取得實質性成果。
◆ 【一帶一路有望 2015 年全面鋪開自貿區建設將成抓手】
近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出訪哈薩克斯坦、塞爾維亞和泰國三國，正式吹響了中國“一帶一路”外交全面推
進的號角。據瞭解，李克強總理將主推“一帶一路”建設，重點將絲綢之路經濟帶與上海合作組織實現對接，
促進大湄公河次區域經濟合作，推進中國—中東歐乃至中歐合作。“一帶一路”(“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建設正進入務實合作階段。中國區域經濟學會秘書長陳耀等多位受訪專家表示，“一
帶一路”戰略有望在 2015 年全面落實鋪開，預計很快會有規劃方案或指導意見出臺。近期以鐵路建設、核
電合作等為主的一批基建專案有望實質性落地。此外，“一帶一路”戰略的縱深推進有望進一步推動國內更
多的雙邊、多邊自貿區落地。12 月 12 日，國務院決定，依託現有新區、園區，在廣東、天津、福建特定區
域再設三個自由貿易園區，以上海自貿試驗區試點內容為主體，結合地方特點，充實新的試點內容。
◆ 【兩部委有望出臺百億元機器人產業扶持資金等措施】
國家層面針對機器人及智慧裝備產業的扶持政策仍在加速推進。據從首屆世界機器人及智慧裝備產業大會上
獲悉，工信部與科技部等部委針對機器人產業正在進行密集調研，明年有望出臺一系列進一步扶持機器人及
智慧製造產業的相關政策，其中工信部與科技部有望合計出臺上百億元產業扶持資金等措施。
◆ 【監管層摸底券商籌備情況 股票期權推出進入倒計時】
股票期權正式推出進入倒計時階段。據悉，近兩周監管層在開展兩融業務檢查的同時，也分批對各家券商股
票期權的籌備情況進行摸底，預計股票期權有望于明年一季度正式推出。據瞭解，本次對股票期權的檢查工
作覆蓋 40 多家券商，中信、海通、申萬、光大等大型券商悉數在列，主要涉及券商的經紀、自營和風控等
部門，重點檢查股票期權交易制度、系統搭建、風控和投資者教育等方面。據瞭解，目前券商的股票期權交
易系統正不間斷地處於測試狀態，為明年的正式推出做最後的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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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芝股份（002454）：把握“一路一帶”機遇，買入移動製冷龍頭
1、中國汽車空調領導者，目標全球移動製冷設備霸主。公司是中國汽車空調龍頭，大中型客車空
調產銷量全國第一，全球第三；我們認為，公司有望成為全球龍頭，實現移動製冷設備的產業升級：
短期受益電動空調、乘用車空調業績增長，中期受益“一路一帶”鐵路設備的全球擴張，長期整合
並購成為移動製冷設備的全球霸主。
2、受益城鎮化公交化，公交空調壟斷已成。城市公共出行，節能環保，完善城鎮化配套，公交客
車在三五線城市正處產品升級，空調裝配率陸續提升為標配；公交空調需求穩定，格局繼續趨於集
中；公司公交空調領域積澱深厚，憑藉“終端銷售”模式，品牌、市場、服務優勢明顯，市場份額
在 25%左右，其中，一二線城市市場份額高達 75%；
3、乘用車空調份額穩步提升，成長加速空間加大。市場競爭加劇，自主乘用車企未來加大零部件
外購率，獨立空調企業松芝有望繼續擴大市場份額，提升規模優勢，乘用車空調業務營收和盈利有
望快速增長，未來合資車型的切入更將強化業務向上趨勢；
4、公交電動化趨勢強勁，電動空調空間廣闊。在公共交通領域，全國計程車有 120 萬台，公車有
50 萬台，公交總量占全國機動車總量的 1.7%，但耗油量卻占到 27%，排放總量更高達 30%以上。
促進節能減排，實現可持續發展，中國公交電動化趨勢強勁，公司電動空調利潤貢獻正陸續超過
50%
5、“一帶一路”推動高鐵對外擴張，軌道車空調配套空間廣闊。“一帶一路”貫穿歐亞，東接亞
太經濟圈、西進歐洲經濟圈，高鐵投資建設意義重大。公司引入京投公司、安徽鐵投作為本輪定增
的戰略投資者，未來有望快速進軍鐵路設備市場（地鐵、輕軌、鐵路）。軌交空調潛力巨大，將快
速再造一個“松芝”。
投資建議：①公司營收不到 30 億，2020 年目標 100 億。除了汽車空調的持續拓展，軌道空調是未
來再造一個“松芝”的核心領域，冷鏈物流（冷藏車+集裝箱空調）更是空間誘人的藍海市場，期
間將穿插並購整合機遇，實現市場、技術、品牌多重向上突破；②目前公司 10 億戰略定增（鎖三
年，定增價 13.02 元），股價安全邊際極高，定增完成後公司並購擴張成為全球移動製冷霸主概率
在加大；③短期受益電動空調、乘用車空調業績增長，中期受益“一路一帶”鐵路設備的全球擴張，
長期整合並購成為移動製冷設備的全球霸主；④公司 14-15 年 EPS 為 0.73/0.92 元，對應 PE 20/15
倍，考慮公司並購預期，公司 15 年 PE 將不足 13 倍，“買入”評級。
風險提示：新能源汽車推廣低於預期；新業務推廣低於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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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園集團（600525）：收購運泰利今日複牌，與沃爾核材達成和解專心主營發展
公司公告，擬收購運泰利 100%股權，標的資產作價 17.2 億元。其中，2%支付現金，98%向運泰利
股東增發，增發價 10.42 元/股。同時，公司向沃爾核材等 4 家機構配套增發 4.8 億元，增發價
11.63 元/股。
運泰利主營業務精密測試設備和工業自動化裝備，其自動測試設備主要應用於消費類電子產品的功
能測試，已逐步開拓汽車電子、新能源、醫療等行業，未來將向智慧汽車行業發展。
2013 年度運泰利實現營業收入 2.16 億元，同比增長 88.28%；實現淨利潤 3265.30 萬元，同比增長
403.80%。運泰利承諾 2014-2016 年淨利潤不低於 1 億元、1.3 億元和 1.7 億元。
預計長園集團原有業務 2014 年淨利潤 4.5 億元，2014 年淨利潤增厚 22%。新增股本 20303.84 萬股，
增厚 23.5%。
本次增發最大亮點在於：沃爾核材受邀參加公司增發，持續一年的股權之爭終於告一段落。長園集
團在持續做好主營業務的同時，將通過收購兼併實現跨行業發展，預計未來 3 年淨利潤增速 40%以
上。目前估值不高，買入評級。
風險提示：公司跨行業發展速度低於預期的風險。

中鋼國際（000928）：伊朗大單落地凸顯一帶一路標杆身份
中鋼國際 12 月 19 日發佈公告，與伊朗紮蘭德鋼鐵簽署總額 11.47 億元人民幣合同，為公司 2013
年營業總收入 94.66 億元的 12.12%。公司在一帶一路核心市場伊朗斬獲大單，顯示公司海外工業類
專案競爭優勢地位。此外，公司獲得單獨授信只是時間問題，作為一帶一路核心受益者，公司擁有
“第三世界國家流量入口”訂單湧入將成定局。
我們預計 14 年、15 年公司 EPS 分別為 0.68 元、0.75 元，給予 15 年 30 倍估值，目標價 22.5 元，
“買入”評級。
風險提示：海外業務推進不達預期。

華蘭生物（002007）：阿達木單抗注射液臨床研究獲得受理，看好公司未來發展前景
事件：公司單克隆抗體藥物重組抗人腫瘤壞死因數（TNFα）單抗注射液（阿達木單抗）臨床研究
獲得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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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評：截至目前為止，公司已有 4 種單抗臨床研究獲得受理，單抗研發平臺搭建順利，明年預計會
有更多單抗申報臨床。
繼續看好血液製品龍頭企業，漿源穩健增長+業內最具新建漿站能力+外延戰略愈加清晰，藥價政策
若放開血液製品優先受益，目前股價對應 2015 年 27x，目標價 46 元，繼續強烈推薦。
主要不確定因素。技術開發的風險。

蘇寧環球（000718）公告點評：文化產業轉型再次加速
事件：公司公告與江蘇省廣播電視集團有限公司等公司共同投資成立江蘇聚合創意新興產業投資基
金。
投資建議：
1、 文化傳媒轉型再次加速：公司於 2014 年 12 月 20 日公告與江蘇省廣播電視集團有限公司等公
司共同投資成立江蘇聚合創意新興產業投資基金。聚合基金的認繳資本總額為人民幣捌億零捌佰萬
元整，由全體合夥人繳納。該產業基金主要投資創意設計、新媒體等文化體育相關行業，將優先對
南京市的文化創意新興產業專案實施投資，積極引進國內外的優秀文化創意項目到南京創業發展；
同時在立足南京的基礎上，聚焦江蘇、放眼全國，扶持優秀創意新興產業專案，培育重點專案公司
屬於有限合夥人。公司的認繳資本為 3 億元，認繳出資比例為 37.13%，為有限責任合夥人，以其
認繳的出資額為限承擔有限責任。
2、 公司進一步強化激勵措施：公司公告董事會正式通過面向不超過 76 名職員的員工持股計畫。
借助于大股東向其提供無息貸款，員工持股計畫將通過大宗交易平臺直接受讓大股東所持有的
4000 萬股公司股票，以其作為員工持股計畫的標的。該方案計畫在三年存續期內只要滿足（1）公
司的業績保持複合增長率 15%以上；（2）公司股價每一年的股價漲幅在市值在 50 億元以上的 A 股
房地產公司中排名前三十。【具體演算法為以 T 年最後 20 個交易日的成交均價為基數，公司股票
T+1 年最後 20 個交易日的成交均價漲幅居 T 年最後一個交易日市值在 50 億元以上的 A 股房地產公
司（按證監會行業分類）同比漲幅前 30 名（含 30 名）】就可以在三年存續期將股票按照 30%，
30%，40%的比例來分批授予員工，以實現其激勵目的。該計畫針對公司高管相對集中，對於高層
的激勵將更加直接到位，有助於公司業績進一步提升。
3、 2014 全年淨利潤同比上升 30%-70%：公司預計南京江北項目“天潤城”和“威尼斯水城”部分
樓盤將集中在 2014 年第四季度實現交付，將使公司 2014 年全年歸屬于上市公司股東的淨利潤較去
年同期大幅上升。預計將實現歸屬母公司的淨利潤 6.33 億元—8.28 億元，實現每股收益 0.31—0.41
元，實現同比增長 30%-70%。業績的穩定增長有助於進一步提升公司的估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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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持”評級。公司當前正積極加強文化傳媒相關業務轉型力度，預計公司 2014、2015 年每股收
益分別是 0.41 元和 0.54 元。截至 12 月 19 日，公司收盤於 6.57 元，對應 2014 年 PE 為 16.02 倍，
2015 年 PE 為 12.17 倍，我們給予公司 2014 年 20 倍 PE，對應公司目標價 8.20 元，“增持”評級。
風險提示：行業基本面下行風險。

中化國際（600500）：中化集團農藥業務資產整合平臺
中化國際實際控制人為中國中化集團公司，主營業務包括天然橡膠、農化、新材料及化工中間體、
橡膠化學品和精細化工品物流等。
為集中中化集團旗下農藥業務相關資產，推進公司農藥業務的一體化、專業化發展，中化國際整合
中化集團旗下農藥業務資產。
建議關注。我們認為中化國際未來將有以下關注點：
（1）公司成為中化集團旗下農藥業務相關資產的整合平臺，未來集團其餘農藥業務資產有可能進
一步注入公司；
（2）參股農藥公司，農藥屬於穩定盈利行業，公司有望取得較高的投資收益；
（3）隨著國家“走出去”戰略的實施，公司擁有的海外天膠資產盈利性有望提高；
（4）公司為中化集團下屬上市公司，隨著國企改革的推進，公司經營管理水準以及盈利能力有望
獲得提升。
風險提示：宏觀經濟下滑，產品價格大幅波動。

康盛股份（002418）：材料替代推動主業增長，定增助力新產業佈局
公司是我國領先的製冷配件供應商，具備技術、客戶、管道等優勢。未來，公司一方面將受益于白
電銷量增長帶來的上游配件需求增長；另一方面，材料替代是行業發展趨勢，尤其空調領域“鋁代
銅”市場空間大，利潤可觀，目前行業已進入爆發前夜。此外，公司各募投項目效益逐漸改善，有
助於業績改善。公司此次定向增發募集資金近 10 億元，將有助於降低公司財務費用，由於大股東
控制的浙江潤成參與此次增發，其旗下的新能源汽車電機、電控以及無人直升機等資產也引起市場
關注，市場對公司後續進行新業務拓展和新產業佈局有所預期。
主要不確定因素：鋁代銅市場拓展不及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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