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 年 1 月 30 日

市場回顧與後市分析
昨日滬深兩市指繼續低開低走，上證綜指報收於 3262.31 點。終盤，上證綜指、深證成指、中小板指數和創
業板分別下跌了 43.46 點(或 1.31%)、105.1 點（或 0.93%）、28.12 點（或 0.46%）、20.04 點（或 1.16%）。
板塊方面，鋼鐵、電力及公用事業和綜合板塊分別上漲 0.73%、0.69%和 0.25%； 非銀、銀行、石化板塊下
跌，分別下跌了 2.35%、2.07% 和 1.57%。全市場共有 49 只個股漲停，沒有票跌停。
昨日，受再查兩融消息的影響，金融股領跌兩市，並拖累股指走低。首先，資金面接連遭遇利空，證監會、
銀監會連袂降杠杆。其次，經濟基本面信號不佳，去年 12 月規模以 上工業企業利潤驟降 8 個百分點，創下
歷史最大跌幅，今年 1 月滙豐 PMI 初值仍在榮枯線下方，顯示實體經濟仍然疲軟。第三，人民幣匯率接連
大跌。第四，政策面也出現利空，對於違反常態的“高送轉”行為，監管層表示要每單必查。除此之外，分
析人士認為，還有一大利空靴子未落地，有消息稱，兩天內新股批文將。
對於後市，我們認為短期可以關注一帶一路、體育、迪士尼和農業板塊，進行主題投資 。

重要新聞
◆ 【核電央企重組啟幕：中電投國家核電合併獲批】
繼南北車開始合併之後，與高鐵同屬“出海”重點領域的核電也將誕生新的“巨無霸”。 進入 2015 年，我
國核電領域動作不斷。1 月 29 日從多個管道獲悉，今年 1 月初，國家核電技術公司（以下簡稱國家核電）
和中國電力投資集團（以下簡稱中電投）的合併事宜獲得了國務院常務會議通過；1 月 28 日，國務院常務
會議部署加快核電等中國裝備“走出去”；昨日下午，中國廣核集團 （以下簡稱中廣核）還和法國電力公
司在京簽署了核電站設計領域的有關合作協定。一系列動作表明，我國核電“走出去”的戰略步伐進一步加
快。
針對國家核電和中電投的合併，業內認為其最大的意義在於國產三代核電的研發技術與核電牌照資質的融合。
未來，國家核電更有望借助中電投的平臺，將核電資產整體上市。廈門大學能源協同創新中心主任林伯強表
示，目前國家核電的 CAP1400 由於技術方面還需要完善，因而遲遲未能落地，兩者合併將有望加速技術成
熟並落地開工。屆時，國產核電技術“走出去”將產生華龍一號和 CAP1400 兩件利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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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改委半月批復投資超千億省級地方兩會佈局穩增長】
穩增長成為 2015 年中國經濟工作的首要任務。今年剛開始，中央地方雙雙發力穩增長，國家發改委半個月
內批復了 11 個基建專案，總投資逾 1100 億元。而地方層面，各省在近期召開的地方兩會上對當地經濟穩
增長進行佈局，謀求擴大有效投資，並確定將推出一批重大基建項目。
1 月 29 日，國家發改委批復了湖北省武漢市青山長江公路大橋項目，該項目總投資為 53.6 億元。1 月 28 日，
國家發改委批復了湖南省邵陽武岡民用機場、甘肅隴南民用機場、民航通信網工程三大專案，總投資約
35.54 億元。
1 月 26 日，國家發改委一口氣批復了 5 大項目：杭州至南京高速公路浙江段改擴建工程、雲南省香格里拉
至麗江公路、江西贛江新幹航電樞紐工程、遼寧省鐵嶺至本溪公路、貴州省遵義至貴陽公路擴容工程，總投
資達 571.25 億元。
1 月 16 日，國家發改委批復了新建彌勒至蒙自鐵路專案、濟南市城市軌道交通近期建設規劃，這兩大專案
總投資為 531.4 億元。至此，從 1 月 16 日至 1 月 29 日，國家發改委先後分四批次共批復了 11 個基建項目，
總投資達到 1192.79 億元。

◆ 【部分銀行將傘形信託配資起點提高 3 倍至 2000 萬】
近日，部分銀行已將傘形信託配資劣後資金起點由此前的 500 萬元大幅提高至 2000 萬元，甚至有銀行將單
獨開戶的自有資金起點提高至 1 億元。
據華南某股份制銀行人士介紹，目前該行傘形信託配資最低門檻為 2000 萬元，杠杆倍數一般情況下為 1∶2.5，
客戶最多可以獲配 5000 萬元。在此之前，該行傘形信託配資起點為 500 萬元，金額大幅提高 3 倍。該人士
說，除了配資起點大幅提高，杠杆倍數、警戒線和平倉線也有所提高。該人士稱，該行目前的預警線、平倉
線分別為客戶帳戶總資產的 95%、90%。目前，出現類似情形的並非上述銀行一家。個別銀行雖未對小額融
資進行調整，但卻提高了傘形信託大額融資單獨開戶的標準。
華南某券商人士表示，雖然近期股市大幅波動，但仍比理財產品具有吸引力，也增加了銀行吸收資金的難度，
加上風控考慮，對傘形信託進行調整也在情理之中，無須過於擔憂。

◆ 【30 億資金最後半小時借道滬股通搶籌 A 股】
外資借道滬股通逢低搶籌 A 股跡象愈發明顯，1 月 29 日 14 點 30 分過後，超過 30 億的買盤突然湧入，一舉
扭轉滬股通當日淨賣出的態勢，可用餘額快速減少，截至收盤，滬股通餘額為 101.14 億元，意味著當日滬
股通交易通道獲外資淨買入 28.86 億，額度使用率 23%。
當日 A 股上午收市時，滬股通每日 130 億元額度還剩下 133.52 億元，顯示滬股通處於淨賣出狀態。而且這
種淨賣出狀態持續到下午 14:30 分左右，滬股通餘額占比仍達 102%以上，但是，在距 A 股收市還剩不到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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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小時時間裡，買盤突然湧入，滬股通由淨賣出逾 3 億元變為淨買入 28.86 億元。每日 130 億元限額還剩
101.14 億元，使用率為 23%。
事實上，近期海外投資者持續借 A 股盤整搶搭 A 股投資“班車”。港交所的資料顯示，1 月 20 日至 28 日 7
個交易日裡，滬股通累計淨買入額達 87.89 億元，較此前七個交易日累計淨買入 21.92 億元增長了 3 倍。截
至 15:時 39 分，港股通每日 105 億元限額共使用 5.66 億元，餘額 99.34 億元，使用率為 5%。

◆ 【上海正籌建“四新板”最快 4 月啟動試點】
上海金融服務辦主任鄭楊 29 日表示，為配合上海科技創新中心建設，上海股交中心將籌建“四新板”，以
解決中小科技企業融資難問題。股交中心新推出的“四新板”（又稱 N 板），最快在今年 4 月左右啟動試
點，並率先在浦東“四新”（新技術、新產業、新模式、新業態）企業中試點。
上海股交中心總經理張雲峰介紹說，針對全新規劃的四新企業板塊，股交中心也在板塊設計上做了一些創新。
比如，在掛牌條件上，首先企業一定要符合“四新”的要求，其可以是股份公司，也可以是有限公司，只要
符合條件，該企業就可以選擇在這個板塊掛牌；在審核方式上，股交中心遵循國外很多市場的經驗，引進
OTCBB 的註冊制模式，採用以資訊披露為主導的掛牌上市條件。
與股交中心目前運營中的“E 板”相比，即將推出的“N 板”重在科技創新，它們各具特色、旗鼓相當。據
瞭解，上海股交中心 N 板啟動之後，將首先面對“四新類”企業聚集的上海浦東，然後推向全上海及長三
角，最後輻射到全國的四新類企業。

天邦股份（002124）：圍繞生豬養殖做文章
我們近期借公司 18 周年年會之際，就公司未來發展方向與公司管理層進行了交流。我們認為未來
天邦股份將更接近於一個養殖服務商的角色。未來公司業務基本包含：
（1）生豬養殖業務，更多地是提供父母代二元豬，通過家庭農場的輕資產模式擴大商品豬的養殖
規模。收購全球領先育種企業法國 CG，使公司在種豬業務上具備較強發展潛力。
（2）疫苗業務逐步進入收穫期，豬瘟穩定增長，圓環快速放量，2014 年收入預計 1.6 億元，利潤
3500 萬左右。
（3）水產飼料業務平穩增長。我們預計 2015-16 年公司業務結構中收入增長較快的是生豬養殖和
疫苗業務，利潤的彈性變數是生豬養殖，公司在育種上的潛在優勢可以提升估值。我們預計 20142016 年每股收益 0.16、0.64 和 1.02 元。給予公司“買入”評級，目標價 13.69 元，對應 2015 年 21
倍的 PE 估值。
不確定因素：豬價表現，新疫苗產品的審批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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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螺型材（000619）：“國企改革+油價下跌”雙重受益標的
（1）海螺型材前期公告國有股東改革持股後，將成為安徽省投資集團旗下唯一上市公司平臺。安
徽省投資集團 160 億淨資產，旗下除金融、汽車、地產等資產外，已與安徽出版集團戰略合作進軍
文化傳媒及醫藥等產業，後續整體上市預期較強！目前海螺型材市值僅 35 億；
（2）海螺型材主要生產成本 PVC 價格近期大幅下挫（同比大跌 20%），公司 2015 年業績反轉；
（3）2015 年 PE16 倍，PB1.4 倍，PB 值建材板塊最低，“買入”評級，重點推薦。
主要不確定因素。安徽國企改革推進不達預期，油價大幅回升。

風範股份（601700）：特高壓鐵塔龍頭企業，一帶一路隱性受益者
公司是國網中標率排名前三的鐵塔企業，市場佔有率 10%左右。
特高壓拉動鐵塔需求：兩電網鐵塔年需求 190 萬噸左右，預計 2015-2018 年我國將新建 26 條特高
壓線路，新增鐵塔需求 520-780 萬噸，年均 130-195 萬噸。公司鐵塔業務將隨行業穩定增長。
一帶一路間接受益： 2013 年公司國內訂單與海外訂單已經各占 50%。公司與特變電工、東方電氣、
哈電集團等電力工程承包商建立了多年的合作關係，承攬了特變電工總包業務大部分鐵塔訂單，間
接受益於基建輸出。
轉型油氣未來業績翻數倍：公司擬投資阿莫爾-黑河邊境油品儲運與煉化綜合體項目，預計 2017 年
底建成，達產後淨利潤達 21.03 億元。我們根據國際油價進行敏感性分析，預計該專案淨利潤有望
達到 34 億元以上。
預計公司 2014-2016 年每股收益分別達到 0.45 元、0.60 元、0.80 元。鐵塔業務穩定在 2.5 億元以上，
給予 25 倍估值，對應 62.5 億元市值；油氣專案獲取的投資收益 9.62-15.59 億元，給予 8 倍估值，
對應 77-125 億元市值。公司合理市值 139-187 億元，對應增發攤薄後價格 21.26-28.54 元。
風險因素：非公開發行尚需取得證監會批准，俄羅斯能源政策風險。

春秋航空（601021）：供給端，運力加速擴張
目前擁有 47 架飛機，57 條航線，運力投放和航線開拓規劃如下：
華南地區：去年深圳投放了 6 架飛機，將會建設成華南地區的基地，逐漸開設由深圳始發航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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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地區：昆明、重慶、成都中會挑兩個機場作為基地，昆明的作用是覆蓋南亞市場，重慶、成都
是覆蓋西南地區等。
境外市場：目標還是東北亞（含臺灣），東北亞目前沒有 LCC 龍頭出現，中日韓三角經濟狀況好，
購買力充足，和中國文化背景相近。接下來兩年，國際航線增長率還會超過 20%。戰略的時間跨度
上，要看取得運力的時間，以及和當地管理局的溝通，航權的審批情況，及其他地區的運力需求。
運力規劃：2015 年末將達到 60 架，2018 年達到 100 架。運力規劃已通過發改委和民航局審批，納
入十三五滾動規劃中。
屆時，自購飛機和融資租賃飛機大約各占一半。新增運力將先加密已有的最好的航線，然後放到現
有和新開的國際航線上，放到新開的基地深圳、大阪，然後再與地區政府合作，開闢新的航線。公
司認為，這些年運力增長和收益增長完全匹配。
需求端：客座率高企將保持。運力投放後，還能維持 94%以上的客座率。中國 2014 年民航客運量
不超過 4 億人次，還有很多地區都沒有被航空服務覆蓋掉，但其實是有足夠購買力的，只是因為航
空公司投放成本太高而沒有覆蓋。例如石家莊，航線網路結構豐富後，客座率並不低，中國類似石
家莊的地方還有很多。
毛利率水準：維持高水準且具備抗週期性。低成本不等於薄利，票價降低不是以犧牲毛利率為代價
的，讓利旅客保持高流量是一個良性迴圈。春秋航空的毛利率水準其實不低於行業平均，因為歷史
原因，東航和南航的補貼是放在經常性損益的，而春秋不得不放在非經常性損益，還原後我們的毛
利率是不低於四大航的。
整體看，由於公司需求旺盛，客座率高，票價水準競爭優勢突出，因此這兩年高運力投放（20%以
上）將有望有效轉化為收入增長，中期建議繼續關注。
風險提示：新股短期股價被大幅炒高後的回落風險；需求增速不達預期。

奧康國際（603001）：業績反轉支撐下的投資機會
我們推薦奧康國際，首先是基於對行業 2015 年大體判斷：服裝子行業尚未出現清晰的投資邏輯，
龍頭企業作為標杆，其整合資源的能力、探索未來成長方向的動力預計將走出獨立的個股行情；展
望 2015 年服裝子行業，我們認為國內服裝零售增速下了一個臺階至 10%的增速水準，但呈現出結
構性差異，傳統強勢的品牌/管道增速明顯放緩，新興的網路品牌、區域實體品牌/模式快速崛起；
較國外百年零售歷史，中國囿於服裝零售歷史短（1990 年至今 25 年）、零售能力較弱，在互聯網
零售的強勢衝擊下，消費者要求更加苛刻，企業的行銷目的，由搶空間直接跨入搶客戶階段，根據
近期行業跟蹤，我們預計 2015 年國內消費需求至少不會進一步惡化，電商衝擊也已常態化，預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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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的分化將更加明顯，龍頭企業的品牌號召力，加之相應的戰略及資源的匹配，有望進一步通過
產業內並購來明顯提高市占率；具體來看，我們預計 2015 年優勢品牌企業的業績增長，除終端門
店的自然增長外，並購式的外延式擴張將成為主流。
其次，我們認為奧康國際 2015 年的業績反轉概率較大：消費平淡、電商衝擊、逆勢擴張，公司
2012 年以來業績開始放緩、下滑，2014 年 1 季度收入、淨利潤增速分別達到週期性底部，2014 年
2、3 季度以來收入端下滑幅度開始收窄。
我們選取了 A 股市場上以加盟為主的可比龍頭公司七匹狼、羅萊家紡、森馬服飾，企業面臨相似的
衝擊，調整步驟大致相似，但考慮到不同公司的戰略選擇不同，業績的波動節奏略有不同。公司因
大力扶持加盟商、加大促銷力度，2011 年以來，應收賬款周轉率明顯下降、毛利率水準明顯下降。
根據調研回饋，目前消費雖然平淡，但已過了最低迷的時期，電商對線下實體的衝擊也已趨於常態
化，預計 2015 年公司收入水準將呈現輕裝上陣後的自然增長；公司利潤在 2013、2014 年連續兩年
下滑後，隨著 2015 年毛利率水準的逐步提升，大概率將出現業績反轉。
再次，公司過去三年專注於終端門店的逆勢擴張，投入力度最大，我們認為公司未來將定位于管道
商（奧康的產品競爭力突出，較之於男裝，受同等定位的國際品牌衝擊極小），未來的“築巢引鳳”
在提升估值的同時，預計也將增厚公司業績。
強烈推薦，目標價 22.64 元。
不確定因素：終端需求持續惡化、新品牌建設不達預期、大店建設不達預期。

齊翔騰達（002408）：油價下跌影響短期業績，未來有望受益油價反彈
齊翔騰達發佈業績預告修正公告，全年淨利潤同比變動由-10%~+20%，調整至-15%~+15%。主要原
因在於 4Q14 國際油價大幅下跌影響了公司產品價格及毛利率，同時公司對部分存貨計提跌價準備。
我們認為由於國際油價下跌的影響，4Q14 以及 1Q15 可能是公司業績的低點，但隨著國際油價反彈，
公司業績彈性大，未來業績有望逐步回升。
我們認為公司以下幾點值得關注：
（1）甲乙酮裝置進一步擴建，新增 4 萬噸產能，預計於 2015 年中期建成投產，進一步增強公司在
甲乙酮行業的領軍地位。
（2）在建低碳烷烴綜合利用項目預計將於 2015 年下半年投產，公司原料將被充分利用。
（3）以上專案投產後公司外銷產品總量將由 14 年約 50 萬噸增加到 16 年的 100 萬噸以上，業績有
望大幅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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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關注油價反彈時公司業績彈性，按照 100 萬噸的產品外銷量測算，靜態情況下產品售價上漲
5%，公司業績有望增厚 0.4 元以上
給以公司“增持”評級。
風險提示：原油價格持續下滑，產品價格大幅波動，在建專案進度不達預期。

三六五網（300295）：安家貸規模產品上線，房產 O2O 快步推進
三六五網公告，安家貸公司正式投入商業化運營，首次推出規模化金融新產品 “房開貸”，首期項
目標的 2000 萬元，半年期，年化收益約 12%。
三六五網安居貸產品充分利用原先線上流量大、客戶資源多的優勢，積極切入房產交易環節，打破
了原先以廣告為核心的單一商業模式。前期安居貸實驗產品市場認可度極高，所有產品均在三分鐘
內認購完畢。
三六五網于去年施行了業務的橫向延伸，充分利用線上流量優勢及客戶資源，涉足互聯網金融、家
裝平臺和社區電商等業務。我們看好公司以房產 O2O、家居 O2O、社區 O2O 以及金融服務平臺為
核心打造 “3+1”的業務模式，以及公司整合線上線下資源，打造房地產產業鏈的閉環服務結構，塑
造全新的房產交易平臺。
三六五推出的裝修寶對行業痛點針對性強，推廣進程快於預期。家裝行業市場集中度低，在約三萬
億的市場規模中，前十家公司合計才 1000 億左右的規模。此外，家裝行業環節較多、資訊不對稱
問題非常突出。三六五於去年開展裝修寶業務，對行業痛點針對性強，推廣進程快於預期。裝修寶
向客戶提供家裝、金融等增值服務，其推出的家居 O2O 產品“365 裝修寶”已經在合肥等 6 個城市
成功運行，預計今年公司可以在 10 個核心的城市完成佈局。
員工持股計畫彰顯對未來信心。公司於去年 11 月公佈了員工持股計畫。計畫分三期向員工授予共
計 540 萬股股票，其中 180 萬股由員工從二級市場買入，其餘 360 萬股將由公司實際控制人無償贈
與。“買 1 送 2”的員工持股計畫表明了實際控制人對市場和公司的未來前景具有堅定的信心。
此次安家貸規模產品上線，表明房產 O2O 快步推進，看好公司整體 3+1 戰略的佈局，以及強大的
執行力保證戰略實現。
基於公司巨大的發展空間，並參照其他互聯網平臺的估值，我們給予買入評級。
風險提示：裝修寶業務開展不及預期；傳統業務市場份額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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