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 年 12 月 29 日

市場回顧與後市分析
昨日滬深兩市指數高開高走，上證綜指報收於 3157.6 點。終盤，上證綜指、深證成指、中小板指數和創業
板分別上漲了 85.06 點(或 2.77%)、308.8 點（或 2.94%）、46.78 點（或 0.85%）、6.61 點（或 0.43%）。 板
塊方面，非銀、房地產和銀行上漲，分別上漲 9.10%、3.71%和 3.35%； 農林牧漁、電子和電腦板塊下跌，
分別下跌了 0.014%、0.13%和 0.12%。全市場共有 37 只個股漲停，3 檔股票跌停。
昨日，建築板塊再現漲停潮，龍元建設、中國中鐵、中鐵二局等 11 股漲停。工程機械板塊集體爆發，山推
股份等 7 股漲停。金融股迎來重磅利好，銀行、保險、券商集體大漲，個股漲幅均超 3%，其中，中國人壽、
華夏銀行、西部證券漲停。12 月 24 日晚間傳出消息，非銀同業存款不交存准，對銀行而言，此舉極大地緩
解了短期流動性壓力。
對於後市，我們認為短期可以關注自貿區板塊 、 汽車等消費類板塊、石油石化板塊。

重要新聞
◆ 【央行 387 號文緩解流動性利好銀行股市】
12 月 27 日，央行正式下發檔（387 號文），定於 2015 年起對存款統計口徑進行調整，將部分原在同業往
來項下統計的存款納入各項存款範圍。新納入各項存款口徑的存款是指存款類金融機構吸收的證券及交易結
算類存放，銀行業非存款類存放，SPV 存放，其他金融機構存放以及境外機構存放。檔同時規定，上述計入
存款準備金的存款適用的存款準備金率暫時為零，這意味這貨幣基金存款暫時不需要繳納準備金。對於上述
納入存款範圍的同業存款利率，央行表示由市場交易雙方協商決定。
◆ 【國家七大工程包 2015 年投資超 10 萬億涉 420 餘項目】
12 月 26 日，浙江省發改委主任謝力群透露，2015 年，國家將擴大有效投資放到穩增長非常突出的位置，
國家層面已經建立了重大基礎設施建設項目推進機制，即“七大工程包”，包含 420 多個項目，預計投資超
過 10 萬億元。這是“七大工程包”預計投資總額首次對外披露。
發改委此前發佈會透露，“七大工程包”分別為糧食水利、交通、生態環保、健康養老服務、資訊電網油氣
等重大網路工程、清潔能源、油氣及礦產資源保障工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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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高麗：加快推動京津冀交通一體化及產業轉移】
12 月 26 日，京津冀協同發展工作推進會議在北京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京津冀協同
發展領導小組組長張高麗主持會議並講話。會議傳達學習習近平總書記關於京津冀協同發展的重要指示精神，
聽取國家發展改革委關於京津冀協同發展工作情況的彙報，研究討論《京津冀協同發展規劃綱要》，安排部
署了有關重點工作。
◆ 【三大污染治理行動計畫增資環保產業 6 萬億】
日前，十屆全國人大環資委主任委員毛如柏在“2014 中國環保上市公司峰會”上表示，由於三大污染治理
行動計畫（“水十條”、“大氣十條”及“土壤十條”）的推進，估算國家將在環保產業投入資金 6 萬億，
環保產業進入生命週期的穩健成長期。
從 2004 年到 2011 年，我國環保產業收入達到 3 萬億元，增長一倍以上，但 GDP 占比仍為 1%左右。按照
“十二五”環保產業發展意見，環保產業年增速要達到 15%，成為國民經濟支柱產業。清華大學環保產業研
究中心主任傅濤認為，目前全國近 100 家環保上市公司的總環境產值為 1000 萬億到 1200 萬億元，環境需
求與實際環境產值之間差距巨大，百姓和行政部門的環境需求轉換為市場需求才能解決環保產業的實際發展
問題。
多位專家表示環保產業的後續運營發展是一個長久過程，財政的 6 萬億撥款對於解決環境問題只能觸及冰山
一角。但從目前不斷釋放的政策利好來看，未來環保產業會迎來階段性的迅猛增長。
◆ 【交通部：今年全國交通投資約 2.5 萬億明年啟動重大專案】
12 月 28 日，2015 年全國交通運輸工作會議召開。交通運輸部部長楊傳堂在會上表示，2014 年，我國交通
部門主動服務國家戰略，狠抓穩增長措施落地，加大固定資產投資，預計全年鐵路公路水路完成投資 2.5 萬
億元。楊傳堂表示，2015 年，交通運輸部將認真梳理“一帶一路”、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等國家
重大戰略規劃中的重大專案並率先啟動，為穩定經濟增長作出積極貢獻。

格力地產（600185）：新格局、新姿態——現代服務產業再擴張
事件：
公司與珠海市鬥門生態農業園管委會就珠海市竹洲水鄉水利風景區建設簽訂《戰略合作框架協議》。
雙方共同合作進行風景區的整體開發建設，發展農業生態旅遊、森林生態旅遊、文化生態旅遊等，
藉以開拓面向整個區域具有較強競爭力和輻射功能的區域旅遊市場，打造粵港澳地區著名的生態旅
遊和休閒度假目的地。
投資建議：
現代服務產業再擴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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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區域地理位置優異，生態農業資源豐富。項目位於珠海市鬥門，地理位置看位於珠江三角洲西
南端，地處珠海、中山、江門三市交匯處，可有效輻射粵港澳地區。鬥門生態資源優勢明顯，作為
地處南海之濱的“水果之鄉”、“海鮮之鄉”，是國家食品安全示範區和中國農學會國內首個授牌
的“都市型現代農業示範區”。特色農產品方面，“鬥門沙蝦”、“五山青蟹”、“白蕉海鱸”、
“鶴洲蓮藕”、“白藤湖西芹”、“鄉意濃有機米”等綠色農產品暢銷海內外。目前鬥門區已與中
國科學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和中山大學等簽訂合作發展框架協議，區內現代農業和生態旅遊產業發展
前景廣闊。
2）項目合作面積大，具備較強開發潛力。本次協議涉及土地面積較大，風景區整體規劃面積約為
46.29 平方公里，其中水域面積約 9.57 平方公里，陸地面積約 36.72 平方公里。除正常旅遊業務外，
公司後期有望在生態農業產品基地、 現代有機農業中心、休閒特色種植場所等方向繼續加大合作
和開發力度。
新格局、新姿態，四大業務板塊不斷升級。我們在此前強調公司絕非簡單主題炒作，而是進入基本
面實質拐點。剝離集團後國企改革紅利將逐步釋放。地產、特色海洋、現代服務產業、口岸經濟四
大產業方向有望進入快速成長期。1）房地產。2014 年 12 月 24 日公司 30.6 億挺近上海前灘住宅開
發，屬公司龍頭戰略第一步。2）特色海洋。隨著洪灣漁港、香洲碼頭、人工島口岸等重點工程建
設運營，以及萬山、廟灣、外伶仃等島嶼的開發建設，公司將逐步承擔遊艇產業開發、港口泊位配
套業務，還將涉及休閒旅遊項目、海洋科技開發、海產品生產加工、物流配送和幸福村居建設等。
3）口岸經濟。受珠海市政府委託，公司承擔了港珠澳大橋珠澳口岸人工島基礎建設和口岸中心商
業區、配套商業區的綜合建設項目。屆時，未來公司承擔的專案將在創新合作模式、探索社會管理
等方面先行先試。
4）現代服務產業。本次與珠海市鬥門生態農業園管委會就珠海市竹洲水鄉水利風景區意向合作，
屬公司現代服務產業重要邁步。公司正按照“立足珠海，重點佈局”為發展戰略，逐步實現了從本
土市場向國內重點市場拓展，從住宅向城市綜合體擴張，從房地產開發向相關產業經濟延伸的綜合
發展格局，日益成為行業領先的住宅與城市綜合開發運營者。
投資建議：受益於廣東自貿區和國企改革，地產、海洋、口岸經濟和現代服務業四大看點。20142015 年預計公司 EPS 分別 0.79 元和 0.98 元。12 月 26 日公司收盤價 20.6 元，對應動態市盈率分別
為 26.08 倍和 21.02 倍。考慮國企改革為公司基本面帶來實質改變，且海洋、口岸經濟和現代服務
業處於積極發展階段，公司業務多元化有序推進帶來更高估值溢價。
我們給予公司 2015 年 30 倍 PE，則可知公司合理估值 29.40 元，“買入”評級。
風險提示：行業面臨加息和政策調控兩大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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松德股份（300173）：並購大宇精雕，轉型 3C 自動化
凹機產業龍頭進軍 3C 自動化生產設備製造。2012 年以來，印刷設備行業進入產業調整期，13 年
62 家印刷設備企業產品銷售收入同比下降 6.49%，利潤總額同比下降 50.67%。受制於嚴峻的行業
形勢，公司 2010-2013 年營業收入複合增長率 5.17%，淨利潤也持續下滑。公司在維持國內折疊紙
盒紙凹機龍頭地位的同時，積極佈局 3C 產業設備自動化。12 月 18 日，公司完成股份及支付現收
購大宇精雕 100%股權，全面進軍手機、平板等 3C 產品的自動化生產設備製造領域。
觸屏技術升級，精雕機行業迎來發展黃金期。2010 年至 2013 年全球整體觸控市場出貨量複合增長
率高達 26%，2014 年全球觸控式螢幕有望達到 18.36 億組，2013-2016 年全球整體觸控式螢幕市場
複合增長率預計可達到 17%。隨著 OGS、On-Cell、In-Cell 等技術的發展成熟，觸屏廠商開始放棄採
購並自建生產線生產，精雕機市場有望在此次技術升級中獲得大規模增長。
此外，觸控式螢幕在汽車、智慧手錶等新興市場的應用，以及藍寶石屏在未來的大規模應用預期，
也會顯著提升精雕機產品的市場需求。
機器人自動化大勢所趨，國內機器人市場發展迅猛，3C 自動化處於普及率快速提升階段。傳統製
造業產品壽命較 3C 產品普遍較長，因此 3C 製造業產能投放週期較傳統的製造業更快，3C 廠商對
生產線投資回收期要求也比較嚴格，一般要求一年內或者半年，所以 3C 行業對機器人本體和系統
集成的價格很敏感。3C 製造業專用設備週期受消費電子快速升級換代、加工工藝改進等影響，相
對應的生產線集成週期約為 1-1.5 年，更新週期明顯快於傳統製造業。
大宇精雕產品層次多樣化，公司未來發展值得期待。大宇精雕自動化專用設備業務穩步增長，預計
14 年銷售額有望突破 8000 萬元；智慧專用設備隨著 OGS 觸控技術在 2012 年下半年的廣泛應用出
現顯著增長，13 年 CCD 視覺定位玻璃精雕機實現大規模量產，14 年上半年出現回落。公司對賭公
告中對傳統產品玻璃精雕機預測未來仍維持 9.60%的年複合增長率；新產品金屬高速攻牙鑽孔機、
高壓水去毛刺機、藍寶石智慧設備、工業機器人本體預計未來發展前景較好，2015-2018 年預測複
合增長率為 47.64%。
公司盈利與預測：大宇精雕 14-16 年承諾對賭業績 0.84 億、1.08 億、1.20 億元，我們結合行業趨勢
（3C 自動化普及率正在快速提升）、收入結構（機器人自動化毛利率高於精雕機本身）、毛利率
提升，判斷大宇精雕未來實際利潤將超過承諾，15 年淨利潤有望達到 1.5 億元以上。松德股份本部
上半年淨利潤 300 萬元，預計 14 年全年實現增長。15-16 年松德股份本部繼續改善經營，淨利潤有
望恢復至千萬元以上。強烈建議關注。
風險提示。電子行業產品週期性；電子集成門檻較低、競爭者迅速進入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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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壕節能（300332）：收購北京華盛，涉足天然氣運營領域
公司公告，擬以發行股份及支付現金的方式購買北京華盛 100%的股權，並募集配套資金。收購價
款暫定為 10 億元。本次交易 PB2.93 倍；PE12.5 倍（2015 年）。同時，公司將向董事長等人非公開
發行募集資金，總額不超過 2.5 億元。
北京華盛下屬三家子公司在山西省原平市、興縣、保德縣三市縣擁有天然氣特許經營權，從事工業
及城市居民用天然氣銷售業務。當地鋁工業企業貢獻 80%以上的收入來源。
隨著未來同德鋁業一期項目，華興鋁業二期項目的建設，投產，將為公司業績增長奠定堅實支撐。
本次收購對手方承諾北京華盛 2015-2017 年，扣非淨利潤不低於 8000 萬元、1.1 億元、1.8 億元。
年均增速保持在 30%以上。
公司 9 月末公告收購北京力拓 100%股權，進駐天然氣輸氣管道餘熱利用和石油鑽機網電改造領域。
此次，收購北京華盛，業務觸角涉及天然氣運營領域。將為公司 2015 年及其後的業務發展打下基
礎。
主要不確定因素。收購進度不達預期，下遊客戶生產線開工率低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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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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