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 年 2 月 4 日

市場回顧與後市分析
昨日市場全面反彈。終盤，上證綜指、深證成指、中小板指數和創業板分別上漲了 2.45%、2.24%、2.79%、
3.19%。 板塊方面，非銀金融、電腦和傳媒漲幅靠前，分別上漲 4.97%、4.82%、3.41%。全市場共有 63 只個
股漲停，1 只個股跌停。
週二市場全面反彈，但成交量並未有效放大。近期市場波動加劇，因為缺乏積極的利好因素市場進入存量
博弈階段。央行通過公開市場操作投放 900 億元流動性，但市場仍預期降息降准等更為直接有效的貨幣寬鬆
手段，這也是支撐股指的重要因素。雖然流動性寬鬆更有利於大盤股的上漲，但是從股價絕對漲幅和後續利
好力度來看，流動性寬鬆恢復常態後投資的核心仍是基本面，吸引資金的將是業績增長較為穩定的二線藍籌
板塊。
綜上，我們對股指繼續保持謹慎，建議投資者降低倉位。板塊上，繼續推薦業績增長較為確定的二線藍籌。

重要新聞
◆ 【地方重點專案投資盛宴開啟 14 省份規模超 15 萬億】
2 月 2 日，四川推出總投資近 3 萬億的重點項目投資計畫，這是今年以來第 14 個發佈 2015 年重點項目投資
計畫的省份。此前，福建、湖北、湖南、河南等都公佈了上萬億投資計畫，安徽、寧夏、貴州、廣西、新疆、
雲南、江蘇、浙江等省份今年投資也達數千億元。據粗略統計，目前 14 個省份重點專案投資計畫總規模逾
15 萬億元。這一數字已經超過去年全國財政收入總額。
根據各省公佈的投資方向，交通、能源、農林水利、資訊等基礎設施建設、生態環保、民生等領域是重點。
除此之外，產業轉型升級也是投資重點，不少省份大舉投資戰略性新興產業。
地方財政面臨多重壓力，為了完成投資計畫，不少省份將目光投向民間資本。儘管吸引民間資本的方式有很
多種，但各省更傾向於推廣 PPP 模式。不久前湖南省就向社會重點推出了首批 30 個 PPP 示範專案，總投資
額 583 億元，涉及交通市政基礎設施、生態環保等領域。

◆ 【ETF 期權推出初期對上證 50 指數成分股影響不大】
2 月 3 日晚，上交所發佈《關於上證 50ETF 期權合約品種上市交易有關事項的通知》。《上市通知》要求單
個投資者（含個人投資者、機構投資者以及期權經營機構自營業務，下同）的權利倉持倉限額為 20 張，總
持倉限額為 50 張，單日買入開倉限額為 100 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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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述穩健的投資者適當性管理制度及風險管理制度下，做市券商知情人士預計 ETF 期權上市後各合約日均
總持倉量將低於 10 萬張，各券商在市場初期獲利將較為有限；除此之外，ETF 期權上市初期對上證 50 指數
成分股影響較小，因為微薄的套利空間難以帶動股票現貨交易量及價格。
滬上某知名券商衍生品部負責人李強（化名）表示，據他們計算，全市場日均持倉量不到 10 萬張。這樣
ETF 期權的頭寸不大，對 ETF 本身以及上證 50 指數成分股的需求也就微乎其微了。持倉量和交易量如果比
較有限，那麼出現不合理價差引發套利行為也是不太可能發生的。

◆ 【定向量化微調流動性推後央行降息降准窗口】
香港萬得通訊社報導，針對週二（2 月 3 日）央行公開市場單日淨投放 600 億元以及上海市財政局同期啟動
地方國庫現金定存招標事件，市場人士分析指出，定向量化微調流動性將推後央行降息降准窗口，“逆回購
+地方重啟國庫現金定存招標”的組合拳將為流動性釋放打開想像空間。

◆ 【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透露“新土改”路徑及時間表】
2 月 3 日，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相關負責人在國新辦發佈會上解讀 2015 年中央一號檔時透露了各項改革
目前進展及未來工作安排。“新土改”路徑及各細分改革推進時間表浮出水面。整個農村土地制度的改革，
中央確立了“三條底線”，就是公有制性質不能改變、耕地紅線不能破、農民權益不能受損。

◆ 【京津冀協同發展頂層設計或本月底公佈三地定位明確】
據三地兩會透露，京津冀發展頂層設計方案——《京津冀協同發展總規劃》近日已完成，或於本月底正式發
佈。有兩會代表委員表示，《規劃》將明確北京、天津、河北三地的區域定位，並將對產業佈局、產業轉移
對象進一步明晰。此外，生態環境保護、交通一體化建設方面將有較大突破。
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城市學院首都經濟研究所所長祝爾娟表示，該規劃雖然對總體空間佈局不會有大的變化，
但會對三地有明確定位。專家稱，只有明確區域內不同城市的職能定位，才能真正疏解北京的非首都核心職
能，加快產業轉移和功能轉移。
據消息人士解讀，按照《規劃》，北京市的重點工作是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因此，北京市 2014 年制定實
施新增產業的禁止和限制目錄，關停退出一般製造業和污染企業 392 家，搭建了 30 個產業疏解合作平臺，
推進產業轉移疏解專案 53 個，拆除中心城商品交易市場 36 個。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又再次指出，要進一步
對不符合首都城市戰略定位的功能和產業，逐一列出清單，拿出具體方案，儘快組織實施，確保取得實質性
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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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方科技（603005）：12 英寸研發費用 14Q4 較多，15 年將進入收穫期
公司發佈 2014 年業績快報。營業收入 6.16 億元，同比增長 36.72%，歸屬於上市股東的淨利潤 1.96
億，同比增長 27.61%。
第四季度營業收入 1.97 億，淨利潤 0.61 億，營收環比增長 34%，淨利潤環比增長 22%。2014 年
EPS 為 0.88 元，符合我們的預期。
點評：
2014Q4 營收環比增長符合預期：公司第四季度營收環比增長 34%，主要增量來自四季度部分 12 英
寸上量、指紋識別訂單的增長以及合併智瑞達的營收。我們預計 14 年四季度的 12 英寸線產能還主
要處於爬坡期，客戶新的晶片型號還處於在產線上試驗驗證階段，真正放量還需要時間，15 年會
逐漸實現營收。
四季度眾多新產品試驗驗證導致研發費用高，營業利潤率下滑：公司 14 年 Q4 的營業利潤率為
31.75%，同比下滑 6.33 個百分點，我們分析主要原因可能是四季度眾多新型號的晶片在產線上驗
證試量產，導致研發費用增加較多。另外一方面的原因是 10 月份合併的智瑞達只貢獻了收入，但
未貢獻利潤。我們認為隨著新產品試驗完成，量產規模會逐漸上升，規模效應發揮，營業利潤率會
上升的正常水準。
趨勢向好，2015 年將是收穫年。公司的 12 英寸線產能在 2014 年 Q4 上升很快，到年底產能規模相
對於年初已經翻倍，2015 年還將繼續擴產，但前期會有一些新產品驗證工作，要實現營收規模增
長需要一定的時間。2015 一季度開始產能利用率會逐漸上升，所以我們認為 2015 年將是收穫年，
業績高增長是大概率事件。
“買入”評級。我們根據對行業的認識以及公司 12 英寸產能最新情況，豪威、索尼等大客戶的訂
單向中國大陸轉移，公司的 12 英寸晶圓級 CSP 封裝在全球率先量產，我們估計 2015 年一季度開始
12 英寸對利潤的貢獻將明顯顯現，將開啟未來 2~3 年的快速成長期，另外雙攝像頭如果成為行業
趨勢則使得市場空間翻倍，所以公司可以享受一定的估值溢價，“買入”評級。
風險提示：OV 的轉單進程快慢、格科微等客戶的訂單分配戰略、CIS 行業整體需求不足等。

象嶼股份（600057）續漲，海通農業續薦
1）公司盡控糧食產業鏈 3 大核心要素：在上游與種植大戶合作，掌控糧食生產鏈最核心要素——
糧源；在中游與穆氏集團合作，掌控糧食收儲鏈最核心要素——倉儲；在下游本就具備糧食銷售鏈
最核心要素——物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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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市場空間巨大：穆氏原有倉儲量 200 餘萬噸，公司新近又與黑龍江糧食局新簽“5 年內新建
1000 萬噸倉儲能力”協議，而整個黑龍江地區僅玉米的年產量就高達約 6000 萬噸，空間極大；
3）借力 1 號檔，構建中國大糧商：1 號檔再度重視糧食生產，而糧食收儲制度亟待變革之際（收
儲政策落後、收儲主體失衡、收儲價格倒掛）——公司貫通糧食上下游的能力、物流&資金的規模
優勢，使其晉升行業變革之龍頭，並具備成為國內優質大糧商的資質。持續推薦。
風險提示：倉儲建設進度不達預期。

長城汽車（601633）：將再次創造歷史——銷量新高、盈利新高、股價新高
1、預測 15 年 1 月銷量開門紅，繼續保持全面新高趨勢；H6 缺貨創歷史新高，H2/H9/H1 快速上量，
全面提升產能利用率；
2、14Q4 淨利 25 億，月產 7.4 萬，而 15Q1 預計月產 8.0 萬輛，H9 和 H6（甚至 H8）高端占比提升，
單季淨利指向 27 億+（同比+35%，環比+10%），未來業績增速還將急劇拉升；
3、H8 根據準備狀況，我們預測 2 月下旬鋪貨，3 月上量；信號基本確立。
風險提示：SUV 景氣大幅下滑。

浙江東方（600120）：工行實驗網成功，量子資訊走向實用
1）2 月 1 日工行成功應用量子通信技術實現了該行北京分行電子檔案資訊在同城間的加密傳輸。
這是量子通信技術在國內銀行業的首次成功應用，標誌著我國銀行業的資訊安全技術水準又邁上了
一個新的臺階。
2）這是量子資訊在金融行業的第一次中大應用，具有歷史性意義。
3）我們判斷後續量子資訊將在各個大行加快推廣速度，整個行業將在金融、黨政軍方面全面開花，
千億市場規模有待開發。
4）看好量子資訊第一股，浙江東方。由於競爭壁壘極高，有望孕育大型企業，我們看好與潘建偉
院士合作較多的浙江東方。
風險提示：應用進度低於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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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貿物流（603128）：2015 年以來“跨境風”不斷，中長期利好華貿物流
2015 年以來跨境電商產業鏈利好不斷：1）1 月 24 日廣州試點將跨境電商 O2O 體驗店，引發萬人
搶購；2）1 月 30 日外管局發佈將國人通過網路購買境外商品的單筆限額從 1 萬提高至 5 萬美元；
3）2 月 3 日，《浙江省跨境電子商務發展三年行動計畫（2015–2017）》出臺，重點發展跨境電商
產業鏈。政府再次用行動鼓勵跨境電商陽光化，未來電商的競爭格局將圍繞“正品+價格+物流”三
個維度展開，而“保稅物流模式”無疑是最切合這種需求的，傳統的 B2B 物流企業將有機會切入至
跨境電商物流產業鏈，具備如下條件的公司更有優勢：1）高效口岸服務能力，特別是貨物清關；2）
強大的 IT 能力，能夠對接電商、監管，滿足客戶查詢；3）具備國內外核心位臵的保稅庫或國內稀
缺的拼箱進口分撥資質；4）陽光化試點階段，國有背景物流公司優勢相對較大；我們判斷具備傳
統貨代行業優勢及上海口岸稀缺的拼箱分撥資質的華貿物流中長期獲益於跨境產業的發展。
風險提示：跨境電商陽光化政策推進速度低於預期

省廣股份（002400）：多元服務模式持續提升毛利水平
省廣公告，增發收購雅潤的配套融資已經完成，新發 7755102 股於 2 月 5 日上市
雅潤收購案正式完成，鞏固客戶資源優勢。作為國內最早成立的廣告公司，省廣積累大量優質客戶
資源，收購雅潤之後，首次嘗試股權收購，不但拓展了電視媒介代理的廣告業務，同時鞏固客戶資
源，進一步增加營收規模。
打通全產業鏈服務，開啟整合傳播平臺運營新戰略。公司出資入股合寶娛樂、諾時大資料（數位行
銷）、省廣星美達、省廣汽車行銷、博納思美達公關及省廣體驗行銷，為省廣開拓了娛樂行銷、互
聯網行銷、汽車、體驗行銷等更加豐富的服務模式，開啟省廣“整合傳播平臺運營”的戰略模式。
公司預計將設立 20 家成員企業以實行整合行銷平臺戰略。
多元服務模式有望持續提升毛利率水準。省廣收入占比最高的媒介代理業務（主要是硬廣）毛利率
約 12%，隨著服務種類的增加，公司積極介入毛利率更高的軟廣告（毛利率 15%-20%）、娛樂行銷
（毛利率可達 60%以上）等新業務，綜合毛利率有望持續提升，在營收規模擴張的基礎上利潤以更
快速度增加！
“員工成為股東”，公司治理結構根本改善。省廣的新平臺公司採用合夥人制度，並通過預留動態
激勵股份，讓後續貢獻盈利增長的員工可以成為股東。
行銷公司從 100 億市值到 200 億，需要三個條件：公司管理層有更大的戰略格局、內部管理體系積
極跟上、公司治理結構大幅改善（員工持股利益綁定）。我們認為省廣完全符合，看好省廣的持續
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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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外延發展低於預期、業績低於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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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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