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 年 12 月 31 日

市場回顧與後市分析
昨日滬深兩市指數震盪調整，上證綜指報收於 3165.82 點。終盤，上證綜指、深證成指、中小板指數和創業
板指分別下跌了 2.20 點(或 0.07%)、58.14 點（或 0.54%）、106.6 點（或 1.94%）、39.29 點（或 2.62%）。
兩市全天成交約 6556 億元人民幣，上日為 8176 億元。 板塊方面， 銀行、非銀和建材板塊上漲，分別上漲
3.08%、2.09%和 1.50%； 傳媒、軍工和電力與公用事業板塊下跌，分別下跌了 4.46%、3.61%和 3.48%。全市
場共有 31 只個股漲停，21 檔股票跌停。
據消息稱，消息稱南北車將於 12 月 30 日即明日正式公告合併一事。南北車合併方案的出臺將大大刺激高鐵
行業的發展，對於相關高鐵配套上市公司具有重大利好。受此影響，昨日午後高鐵板塊出現漲停潮，高盟新
材率先漲停，博深工具、晉億實業、晉西車軸等高鐵板塊個股尾盤也封死漲停，天馬股份、輝煌科技等漲幅
也較大。
對於後市，我們認為長期趨勢震盪向上，短期可以關注以及汽車等消費類板塊，高鐵板塊、環保板塊。

重要新聞
◆ 【全面深化改革進入關鍵年 深改組要求排隊督察】
12 月 30 日，中共中央總書記、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組長習近平主持召開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
第八次會議並發表重要講話。習近平指出，2014 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開局之年，2015 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
關鍵之年，氣可鼓而不可泄，要鞏固改革良好勢頭，再接再厲、趁熱打鐵、乘勢而上，推動全面深化改革不
斷取得新成效。
會議還強調，對已出臺的具有重大結構支撐作用的改革，要抓緊出臺細化實施方案，堅決消除“中梗阻”、
“腸梗阻”。對已經出臺的重大方案要排隊督察。

◆ 【中國南北車合併預案出爐 北車 AH 股票將註銷】
中國南車和中國北車 12 月 30 日晚間同時發佈合預案，中國南車與中國北車按照“堅持對等合併、著眼未來、
共謀發展，堅持精心謀劃、穩妥推進、規範操作”的合併原則，技術上採取中國南車吸收合併中國北車的方
式進行合併，即中國南車向中國北車全體 A 股換股股東發行中國南車 A 股股票、向中國北車全體 H 股換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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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東發行中國南車 H 股股票，並且擬發行的 A 股股票將申請在上交所上市流通，擬發行的 H 股股票將申請
在香港聯交所上市流通，中國北車的 A 股股票和 H 股股票相應予以註銷。
合併後新公司同時承繼及承接中國南車與中國北車的全部資產、負債、業務、人員、合同、資質及其他一切
權利與義務。合併後新公司將採用新的公司名稱和組織機構代碼、股票簡稱和代碼、法人治理結構、戰略定
位、組織架構、管理體系、公司品牌等（其中股票簡稱和代碼的變更取決於可操作性的進一步論證），從而
實現雙方的對等合併。
本次合併的具體換股比例為 1：1.1，即每 1 股中國北車 A 股股票可以換取 1.1 股中國南車將發行的中國南車
A 股股票，每 1 股中國北車 H 股股票可以換取 1.1 股中國南車將發行的中國南車 H 股股票。中國南車的 A 股
股票換股價格和 H 股股票換股價格分別確定為 5.63 元/股和 7.32 港元/股，中國北車的 A 股股票換股價格和
H 股股票換股價格分別確定為 6.19 元/股和 8.05 港元/股。

◆ 【重慶擬 120 億簽約三大項目構建千億級液晶面板產業】
12 月 30 日，惠科集團與重慶市簽訂投資協定，擬投資 120 億元建設具有全球領先水準的液晶面板第 8.5 代
生產線項目，建成後年產值約 110 億元人民幣。
上述專案是今年以來重慶佈局的第三個重大液晶面板專案。29 日，富士康集團在重慶投資的液晶面板模組
項目正式竣工投產，該專案 2015 年計畫生產顯示模組 600 萬片，產值 4.5 億美元；2016 年後將年產顯示模
組 1000 萬片，產值 7.5 億美元；今年早些時候，京東方集團在重慶的 8.5 代液晶面板專案開工建設，投資
額達到 330 億元，成為國內目前單項投資及產能最大的液晶面板項目。

◆ 【上交所聯合六大軍工集團研討借力資本市場推動軍工資產證券化】
12 月 30 日，上海證券交易所聯合中國船舶工業集團、中國兵器工業集團、中國兵器裝備集團、中國航太科
技集團、中國航太科工集團、電子資訊產業集團以及中信證券、申銀萬國證券研究所共同舉辦“2014 年軍
工行業與資本市場發展高層研討會”，研究探討在新的市場條件下如何借力資本市場推動軍民融合深度發展，
實現軍工產業跨越式升級。

◆ 【券商版負面清單明年有望推出】
券商版負面清單有望于明年推出，監管層一直在推進該事宜，此前已向業內徵求過相關意見，券商的投資領
域有望進一步擴大。一旦券商版負面清單實施，券商投資領域將更加寬泛，此前，監管層未明確可以投資的
領域，券商一般是不被允許投資的。負面清單實施之後，除非國家嚴格禁止投資的領域，其他領域都將被放
開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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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夏幸福（600340）：做實保定，搶佔空港，京津冀再突破
事件：公司與保定政府簽訂白洋澱科技城 300 平方公里委託開發補充條款。同時聯合廊坊國土等設
立廊坊空港投資公司擬用於北京新機場臨空經濟區開發。
公司是京津冀龍頭企業，隱形收益 A 股最大。本次保定合作卡位准（搶佔京津冀協同發展戰略制高
點）、格局高（達成 50 年排他合作）、面積大（戰略鎖定 300 平方公里稀缺資源）、區位好（白
洋澱稀缺生態資源）。公司已在環首都經濟圈核心位置（保定、固安、廊坊、張坊等區域）落子佈
局，整體控制面積超 1000 平方公里。未來將最大程度享受潛在紅利。公司實質性切入廊坊空港新
區開發，分享北京新機場紅利。公司與廊坊國土、國開元融、新奧文化、郎森汽車共同出資 100 億
（公司占 20%，為廊坊國土外第一大出資人）設立廊坊空港投資。考慮廊坊距新機場僅 15 分鐘車
程，未來廊坊區域有望最大程度受益臨空經濟。另外公司的 PPP 模式典範，為公司樹立眾多小企業
無法跨越的潛在鴻溝。事實證明華夏幸福不僅具備 PPP 成熟模式，而且具備可複製能力。考慮京津
冀建設巨大資金需求，公司最有望借此與各地方政府達成更廣泛合作，形成普通企業無法跨越的潛
在鴻溝。再次重申公司正處海通產業地產估值體系第二段（異地複製，產業升級），合理動態估值
在 10 到 15 倍，目標價 46.2 元（對應 15 年 12 倍，14 年預計 500 億銷售），買入評級。
風險提示：行業基本面下行。

南京新百（600682）：百貨+醫療服務雙主業確立/投資美西時尚發展跨境電商/收購國貿中心，轉
型整合加速
公司 12 月 31 日公告（1）增加經營範圍“醫療行業的投資及資產管理；醫療資訊服務；養老服務”
等。（2）擬與三胞集團共同投資美西控股，預計投資額合計 700 萬美元，其中公司投資 100 萬美
元；後續將進一步借力 HOF 海外資源發展跨境電商及 O2O 模式。（3）擬以 11.49 元/股向三胞集
團定增發行 5048 萬股，購買興甯實業和瑞和商貿 100%股權，對價 5.8 億元；向不超 10 名投資者
定向發行 1.93 億元募集配套資金，發行價不低於 10.35 元/股。交易後，公司將新增國貿中心物業
1.64 萬平米。公司 2014 年從收購 HOF 和國貿中心升級探索百貨自營模式，拓展至醫療行業、跨境
電商等新領域，經營模式轉型積極推進，看好公司後續整合和成長空間，增持評級。
風險和不確定性：HOF 扭虧進程不確定；外省門店的培育期尚待觀察；地產銷售確認的不確定性。

中航重機（600765）：經營情況良好，股價短期調整屬恐慌性超跌
公司經營情況良好，基本面無任何不良變化。我們認為股價短期調整是由於受中小盤及軍工板塊短
期波段調整影響，出現恐慌性超跌。我們維持看好公司投資價值的邏輯不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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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萬噸恒溫鍛可大幅提升公司接單能力和毛利率水準。公司鍛造業務原有最大不足在於大噸位壓機
不足。2 萬噸恒溫鍛將大幅提高公司大型鍛件接單能力和毛利率水準（淨利率提升更快）。隨運 20、
ARJ21、C919 等大飛機量產，大型鍛件需求量將加速提升，為公司業績帶來巨大彈性。
液壓板塊募投項目即將達產，將大幅解決進口替代分享數百億市場。我國液壓行業呈大而不強局面，
2013 年產值 520 億元，市場規模世界第一，進口產品占比 30%；高端液壓元件嚴重短缺，70%依賴
進口。公司液壓募投項目定位高端，看齊世界一線先進水準，16-17 年將全部達產，可大幅解決進
口替代問題，預計共可為公司貢獻 8.66 億營收和 8288 萬淨利潤。
新能源業務大幅減虧，未來減虧趨勢有望延續。13 年下半年風電行業開始回暖，新能源業務大幅
減虧，主要參股公司中航惠騰減虧 8731 萬元。14 年起國家連續出臺政策，加大對風電行業扶植力
度，預計公司新能源板塊有望延續大幅減虧趨勢。
戰略金屬回收業務取得新進展，成長空間廣闊。子公司中航上大再生戰略金屬及合金工程（一期一
階段）專案於 12 月 21 日過投料試生產，未來滿產後可實現銷售收入 29 億元，年利潤 3.1 億元。
國外高溫合金廢料與新材料混用的比例可高達 70%以上，而我國廢料添加比例總體不到 1%。我國
戰略金屬回收再利用產業方興未艾，成長空間巨大，產品淨利潤水準明顯高於傳統特種材料冶金領
域，公司未來有望從中極大受益。
“買入”評級。受益大型新設備帶來的產能和毛利率雙提升，液壓募投項目逐步達產，以及風電產
業逐步復蘇，公司業績將迎來高速增長，我們預計 2014-16 年 EPS 分別為 0.25、0.43、0.60 元，目
標價 40 元，“買入”評級。
風險提示。（1）軍品訂單大幅波動。（2）軍品相關扶持政策晚於預期。（3）募投項目低於預期。
（4）新能源業務繼續虧損。（5）新技術產業化晚於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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