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 年 2 月 11 日

市場回顧與後市分析
昨日滬深兩市全線上漲。終盤，上證綜指、深證成指分別上漲了 1.50%和 2.47%、中小板指數和創業板分別
上漲了 2.45%、2.27%。 板塊方面，電腦、交通運輸和建築分別上漲 2.90%、2.65%和 2.54%；漲幅較小的分
別是農林牧漁、輕工製造和食品飲料，分別上漲了 0.49%、0.67%和 0.84%。
昨日是本輪新股的高峰期，隔夜回購利率飆升，顯示市場資金仍較為短缺，但是打新高峰期過後，資金面有
望回到平緩階段。此外，昨日統計局公佈 1 月 CPI 同比增長 0.8%，其中食品同比增 1.1%，非食品同比增
0.6%；PPI 同比降 4.3%，環比降 1.1%，顯示我國將步入通縮階段，為貨幣政策的繼續適度寬鬆提供了較好的
宏觀經濟環境。通脹低位徘徊最主要的原因還是經濟持續下行導致實體總需求不足，穩增長的力度和強度難
以抵掉房地產下行、地方造城運動收斂和私營部門投資下降的合力，出於通縮和金融風險防範的考慮，貨幣
還會繼續寬鬆，2 月降准不會是貨幣寬鬆的終點。
綜上，我們認為股指近期將處於震盪期，短期可能會延續反彈，建議輕倉參與反彈，繼續積極參與新股申購，
關注業績增長較為確定的二線藍籌，關注京津冀板塊的交易性機會。

重要新聞
◆ 【李克強：中國經濟要長期保持中高速增長必須改革】
農曆乙未年春節前夕，國務院總理李克強 2 月 10 日下午在人民大會堂同部分在華工作的外國專家親切會見
並座談。
李克強表示，中國經濟要長期保持中高速增長、向中高端水準邁進，必須實施結構性改革，走轉變發展方式、
提質增效升級之路，最大的動力來自改革和創新。激發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活力，不僅可以應對當前經濟下
行壓力，而且有助於增強經濟持續發展動力。我們將繼續深入推進簡政放權、放管結合、依法行政，建立鼓
勵創新創造的制度和生態體系，營造公平誠信守法的文化氛圍，給創新者以激勵，給創造者以空間，給創業
者以保障，發展創新型經濟。同時發揮國際人才的智慧，為他們提供施展才華、創業發展的舞臺，讓東西方
智慧在這裡碰撞、科技在這裡交流、文化在這裡融匯，為解決人類社會面臨的難題提供更多創新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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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縮憂慮下經濟逼近底線市場盼財政貨幣組合拳】
新年以來，先後出爐的 1 月製造業 PMI、進出口、CPI、PPI 等宏觀資料均表現欠佳，有機構預計今年開年經
濟形勢就逼近政策底線。1 月 PPI 同比降 4.3%連跌 35 個月降幅持續擴大，CPI 同比上漲 0.8%為五年多來首
次跌破 1%，通縮風險有所加大，財政、貨幣政策有繼續適度放鬆的必要。
有機構指出，一季度 GDP 增長率或已下行至 7.1%附近。如果今年 GDP 增速目標值為 7%，則今年開年經濟
形勢就已經逼近政策底線，貨幣政策需要適時肩負起穩增長的責任。從這個角度看，央行上周“破例”降准，
除了彌補流動性缺口的考慮之外，某種程度上也是對經濟下行和物價通縮風險加重的一種確認。
2 月 10 日，國家統計局公佈資料顯示，2015 年 1 月份，全國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同比下降 4.3%，降幅連續
6 個月持續擴大，且該降幅為 2009 年 10 月以來最大。1 月份，全國居民消費價格總水準同比上漲 0.8%，為
2009 年 11 月以來首次跌破 1%。統計局指出，居民消費價格同比漲幅回落，食品價格漲幅回落約占八成。
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降幅擴大主要是大宗原材料價格下降較多所致。受國際油價和大宗原材料價格波動的影
響，今年 1 月國內部分重要生產資料價格降幅加深。汽油和柴油價格同比降幅分別比上月擴大 7.1 和 7.3 個
百分點，導致 CPI 漲幅回落約 0.07 個百分點。

◆ 【中央財經小組會議抓落實多政策有望落地】
平均一季度開一次會的中央財經領導小組 2 月 10 日釋放出了新一輪經濟前行的信號。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
九次會議 2 月 10 日召開，關注點主要在新型城鎮化規劃、發起建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設立絲路基金、
京津冀協同發展規劃綱要等方面。
關鍵之年抓改革，不走回頭路但要回頭看。自去年 6 月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會議步入公眾視野以來，每一次會
議的召開，國家領導人都規劃統籌下一步經濟轉型發展方向。梳理發現，中央財經領導小組主要研究了能源
安全戰略、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推進“一帶一路”建設等改革領域。
能源安全戰略是第六次會議提到的重點內容，時隔 6 個月後，能源局連發三文，要求做好 2014 年光伏發電
專案接網工作、推進分散式光伏發電應用示範區建設、做好太陽能發展“十三五”規劃編制工作。今年 1 月，
能源局、環保部、工信部三部委聯合發文，指出要促進能源生產和消費革命，提升煤炭開發利用水準，並確
定了 2020 年煤炭利用率的各項指標。
此外，創新驅動發展戰略、“一帶一路”規劃、發起建立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設立絲路基金等新近提出
的頂層設計，具體細化政策還在路上，有望陸續落地。有消息稱，“一帶一路”規劃已經獲批並在小範圍下
發，即將正式出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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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註冊制提速 IPO 審核權或下放交易所】
2 月 9 日，IPO 審核權下放交易所的消息在業內盛傳。流傳的改革方案是，證監會將從 6 月 1 日起將 IPO 審
核下放到交易所，由其負責審核，證監會負責註冊。同時證監會將廢止 44 個相關檔，取消發審委、重組委
等。再融資也將不再審核，而由公司自主確定。據多位元投行人士證實，此消息真實性較大。
“基本上是確定的，下放交易所後可能會成立類似香港聯交所的上市聆訊委員會，具體細節不清楚。”南方
一家大型券商的投行人士說。另一上市券商董事總經理也表示，所傳消息為真。
如果上述消息成真，這意味著，新股發行與再融資市場將迎來重大變革。值得注意的是，在 2 月 4 日，證監
會在官網上首次公佈了發審會上詢問的問題，實際上已經逐漸開始為註冊制改革鋪路。
事實上，證監會正在加快新股審核速度，其從每月新股發行數量上就可體現。去年 12 月份發行新股 10 家，
11 月份發行 12 家。而今年 1 月份的發行數量為此前兩月之和。一位投行人士表示，年後新股發行的速度將
會更快。

◆ 【上交所：股票期權是 T+0 交易】
2 月 10 日，有媒體刊載《香港期權成交活躍 盼內地期權 T+0》一文，稱 2014 年港交所全年股票期權總成交
量達 7450 億張，希望內地期權 T+1 的交易規則可以儘快改成 T+0。對此，上交所表示，經核實，去年港交
所股票期權成交量為 7454.3 萬張。《上海證券交易所股票期權試點交易規則》未對股票期權開倉後的當日
平倉加以禁止，關於投資者的平倉交易也未對持倉時間加以限制。因此，通俗地說，上交所的股票期權實行
的是“T+0”交易，投資者當日的買入或賣出開倉，當日可以平倉。
上交所表示，期權作為金融衍生產品，具有價格波動較高、杠杆比率變化大等特點。因此，國際市場上的期
權交易都採取“T+0”制度，上交所在產品設計時也遵循了這一慣例。上述媒體相關報導中的說法是錯誤的。

雪迪龍（002658）：得數據者得天下
公司今日發佈公告，董事會同意與思路創新公司（雪迪龍參股 20%）、北京水木揚帆創投及李鑒道
等共同出資設立合資公司，公司出資 200 萬，占股 10%，開拓環境大資料業務。
1.得數據者得天下：雪迪龍多年從事污染企業監測設備銷售與運維，積累大量企業排汙資料，與思
路創新掌握的區域污染資料和長能科技掌握的資料進行有效整合，將敏感的非公開資料進行統計分
析，形成可公開的報告與資料。
2.面向政府、企業和環保從業者的綜合性資料支援平臺：公司通過整合各方資料形成的報告與結論
可以為政府決策、企業投資和環保從業者提供資訊支援，受眾範圍較廣，思路具有前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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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合資方李鑒道為北京長能總經理，該公司主要承接 12369 環保熱線等政府資訊化專案，具有獨特
的資料與客戶資源，有助於公司未來的智慧環保區域資訊化平臺業務的建設。
風險提示：該專案尚處於籌備階段，業績兌現確定性存疑；智慧環保產業競爭加劇，或壓縮未來利
潤空間。

中國國旅（601888）：不容錯過的新邏輯
公司主營免稅旅行社。2014 年淨利 14.5 億，我們預計 2015 年約 19 億，超 95%利潤來自免稅。目
前總市值 458 億，15PE24 倍。
未來 2 年，國旅至少存在以下三個機遇：（1）首都/浦東機場免稅店到期招標（2014 年銷售額 8090 億元，利潤超中國國旅）；（2）跨境電商（中免商城）業務已啟動——從服務特定群體到服務
13 億中國人；（3）國企改革東風。但市場對這些可能出現的亮點頗沒信心和糾結！
如果從更高視角往下看，或許就不會那麼糾結了！
（1）政治氣候在變。
（2）國家大戰略大思路轉向積極：國家層面正在推動一場資源整合，以提升中國企業在國際市場
競爭力（高鐵、核電領域已啟動）；中國有必要在免稅管道方面進一步整合，提升對品牌商的議價
能力。且國家層面有意識在電商領域加強控制力，中免商城是繼中糧我買網之後的又一央企電商平
臺，必須寄予厚望。
（3）公司很可能劃在競爭性領域，國企改革值得期待：中國國旅在國資委裡行業劃分：“旅遊，
相關貿易與服務”，這意味著很可能劃在競爭性領域範疇，改革力度可能超出市場預期。
（4）央企縮編整合，相信管理層有做大做強動力：央企或將進一步縮編整合；以旅遊為主業的央
企共 4 家（國旅集團、華僑城集團、香港中旅集團、南光集團）；抓住視窗期，做大做強或是掌舵
人的共同方向，中國國旅董事長僅 53 歲，當打之年！
如此看來，首都/浦東機場免稅店仍有盼頭；管理層有動力、體制改善有可能，跨境電商業務值得
期待。而市場對此預期幾乎為零！
性價比高！試想，如果國旅拿下首都/浦東機場免稅店，利潤是否該翻翻，股價該如何？如果把跨
境電商搞起來，股價又該如何？如果這兩樣都沒兌現，PE24 倍，風險幾何？從風險收益比角度，
是不是很有吸引力呢？
風險提示：海棠灣免稅銷售低於預期，突發事件，稅收體制或電商的可能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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