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 年 2 月 25 日

市場回顧與後市分析
年末最後一個交易日滬深兩市指繼續上揚，上證綜指報收於 3246.91 點。終盤，上證綜指、深證成指和中小
板指數分別上漲了 24.55 點(或 0.76%)、123.3 點（或 1.06%）、21.59 點（或 0.33%）、而創業板下跌 2.32 點
（或 0.12%）。 板塊方面，交運、汽車和家電板塊分別上漲 2.83%、2.21%和 2.20%； 國防軍工、食品飲料、
餐飲旅遊板塊下跌，分別下跌了 0.41%、0.34% 和 0.05%。全市場共有 69 只個股漲停，沒有票跌停。
年末，在市場預期可能進一步下挫至 2800 點的悲觀情緒中， 市場卻走出了 7 連陽，主要是由於宏觀消費的
各種資料的影響，通縮風險在加大。
對於後市，我們認為春節期間消費的增速放緩，CPI 接近 0.9，通縮風險進一步加大。央行主管也在金融時
報刊文，明確了對通縮風險的擔憂。所以預期節後開門紅的概率較大，板塊方面可關注降息彈性最大的非銀
地產，另外關注互聯網和國企改革。

重要新聞
◆ 【春節要聞回顧：A 股開門紅可期】
2 月 24 日消息，在 A 股春節休市期間，雖港股恒指走低。但從過千億海外資金已通過滬港通湧入 A 股，國
際投行們一致“看多”來看。A 股羊年開門紅可期。
春節假期(2 月 18 日-2 月 24 日)影響市場重要資訊包括：滬港通 3 月 2 日起加入沽空機制；肖鋼：證監會[微
博]2015 年將試點制定權力清單；外媒：中國考慮合併中石油和中石化；大年初九油價可能再次上調；中國
連續第四個月減持美國國債；安邦春節掃貨模式已動用約 210 億；過千億海外資金已通過滬港通湧入 A 股；
多項新政年後落地：不動產統一登記；廣東自貿區擬於 3 月 1 日正式揭牌；C919 國產大飛機首架裝配年內
完成；希臘貸款獲延期美股創新高；國際油價金價波動劇烈等。

◆ 【發改委：今年推進一批重大交通基建項目】
今年發改委將推進一批重大交通基礎設施項目建設，重點抓好中西部鐵路、城際鐵路、國家高速公路“斷頭
路”等新開工重大項目相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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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發改委共下達中央預算內投資 340 億元用於交通基礎設施建設，全年新開工鐵路項目 66 個，國家高速
公路“斷頭路”項目 20 個，普通國道“瓶頸路段”專案 21 個，水路專案 12 個，支線機場專案 9 個。
截至去年底，全國鐵路運營里程達到 11 萬公里，公路通車里程達到 446 萬公里，沿海港口 2116 個，通航
的民用運輸機場 202 個。全國有 21 個城市開通城市軌道交通線路，運營總里程超過 2800 公里。高速鐵路
運營里程達到 1.58 萬公里，位列世界第一，高速鐵路服務範圍覆蓋 28 個省區市，實現網路化運營。
今年發改委將重點抓好中西部鐵路、城際鐵路、國家高速公路“斷頭路”和普通國道“瓶頸路段”、內河高
等級航道、新建幹線機場等新開工重大項目相關工作，確保商丘至合肥至杭州鐵路、鄭州至萬州鐵路、石嘴
山(蒙寧界)至中寧公路改擴建、香格里拉至麗江高速公路等一批重大項目開工。同時，創新投融資模式，進
一步研究細化鼓勵社會資本進入交通基礎設施領域的支援政策和保障措施，積極吸引社會資本，用好鐵路發
展基金平臺，擴大鐵路建設資本金來源。

◆ 【春節消費遜預期節後降息機會大】
春節黃金周剛剛結束，相關部門的資料已出爐，今年春節消費增幅下滑，整體經濟仍顯低迷。分析人士指出，
種種跡象表明，當前經濟下行壓力偏大，貨幣政策保持寬鬆將是主旋律，再次降息時機已經成熟。
商務部的資料顯示，除夕至正月初六，全國零售和餐飲企業實現銷售額約 6780 億元，比去年春節黃金周增
長 11%，增幅同比下降 2.3 個百分點。中國旅遊研究院預計今年春節旅遊收入增 13%，略低於去年的 16%。
從目前來看，今年經濟下行壓力大於去年，已經公佈的 1 月經濟資料即不容樂觀。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跌
破 50%榮枯線，物價指數更創 5 年來新低，顯示通縮風險正在加劇。工業品出廠價格連續 35 個月負增長，
生產領域正面臨史上最長階段的通縮。房地產投資開發增速放緩，製造業過剩較為嚴重。受匯率和勞動力成
本上升因素影響，出口增長動力不強。這些都顯示今年一季度的經濟增速可能會在去年的基礎上進一步下滑。

◆ 【肖鋼：抓緊研究制定權力清單和責任清單】
證監會主席肖鋼日前表示，今年證監會將進一步推進簡政放權，抓緊研究制定權力清單和責任清單。
肖鋼說，推進新常態下資本市場改革發展，關鍵是要處理好市場與政府的關係，持續推進監管轉型。與以事
前審批為主的機制相比，事中事後監管新機制具有活力激發型監管、資訊驅動型監管、智力密集型監管、成
本節約型監管等特點。
他說，新機制下，要大幅精簡行政審批備案事項，市場准入放寬，對市場主體微觀活動的干預大幅減少，更
多市場主體有機會參與公平競爭，自主創新活力可以充分發揮。監管權力和責任邊界清晰，“法無授權不可
為”“法定職責必須為”。為此，要抓緊研究制定權力清單和責任清單，要積極試點，逐步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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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鋼說，2015 年，證監會的權力清單重點是列明直接影響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權利義務的行政審批權、
日常監管權、調查處罰權、行政強制權、其他權力等五大類職權，政策法規制定、規劃編制等管理職權不對
行政相對人權利義務產生直接影響，暫不納入權力清單。
他表示，對照權力清單，要相應制定責任清單。各交易所、行業協會也要比照辦理。同時，按照“法無禁止
即可為”的要求，在證券期貨市場外商投資領域探索建立負面清單。

◆ 【外媒稱中國郵政儲蓄明年 IPO 規模堪比阿裡巴巴】
英國金融時報稱，中國郵政儲蓄銀行正在和潛在的投資者進行商談，尋求在上市之前出售少量股權，而上市
最快有可能在 2016 年初進行；潛在的投資參與方包括阿裡巴巴旗下螞蟻金服、美國私募基金集團和亞洲主
權財富基金等。業內透露其 IPO 規模或達到阿裡巴巴上市時的 250 億美元。
據一位希望能參與其中的銀行家透露，中國郵政儲蓄的 IPO 有望募得 100 億至 250 億美元的資金，有可能成
為史上最大的 IPO 之一。最高情況下，可能達到去年阿裡巴巴 IPO 時達到的創紀錄的 250 億美元。摩根士丹
利已經授命列舉一些上市之前的投資者清單，而投行代表已經告訴潛在的投資者，上市最早或在明年初進行。
對此感興趣的投資方可能包括阿裡巴巴旗下螞蟻金服。阿裡巴巴已經和世界銀行的私營部門國際金融公司達
成合作關係，在中國提供小額貸款服務。其可以利用郵政儲蓄的廉價資金擴充自己的金融實力。螞蟻金服拒
絕對此置評。據對此感興趣的投資者透露，其他可能的投資方包括例如新加坡星展銀行、馬來西亞豐隆銀行
以及澳大利亞的澳新銀行在內一些銀行。諸如馬來西亞的 Khazanah Nasional Berhad、新加坡的淡馬錫等亞
洲主權和准主權財富基金也已獲得批准。

中國國旅（601888）：海棠灣春節銷售火爆，海南免稅政策超預期調整，後續亮點頗多
事件：3 月 20 日起，海南離島免稅政策再調整：10 種商品單次購買件數上限上調，其中香水從 5
件提至 8 件，化妝品從 8 件提至 12 件；並新增 17 種消費品（嬰兒配方奶粉、咖啡、保健食品、家
用空氣淨化器、家用醫療器械等）。2015 年春節期間（第 2-5 日），海棠灣免稅購物中心銷售額同
比增長 62%，達 1.56 億元。
點評
此次政策調整，在時間上超出市場預期；內容上頗多亮點，也略有缺憾。最大亮點：香水購買件數
提高 60%，化妝品提高 50%（香水化妝品占銷售額的半壁江山，且不少顧客受限於件數而興歎）；
缺憾：8000 元的免稅額度沒有調整、網購政策仍未批准。
香水化妝品購買件數上限的調整影響最大，因為香水化妝品占銷售額的半壁江山，而且不少遊客仍
有更多的購買需求；免稅額度上不上調，對銷售額影響不大，因為公司大多時間採取補貼行郵稅的
方式讓利遊客，免稅額度即使上調也不會刺激遊客的購買欲望，當然對於降低公司銷售費用有好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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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購政策的實施，我們認為僅僅是時間問題，因為這僅僅是購物流程上的變化而已——遊客無需前
往免稅店，可直接通過互聯網或手機終端購買免稅品，過了機場安檢後提貨。我們認為，海南免稅
政策的下一個調整，很可能就是開啟網購時代，我們非常期待——不僅能進一步拉動免稅品的銷售，
更為重要的是：可以為跨境電商業務（中免商城）帶來精准而又龐大的流量。
粗略估算，本次調整，年銷售額有望增加約 5 億元，增加淨利潤約 1.5 億元（占 2015 年淨利約
8%）。考慮到執行時，三亞旅遊旺季接近尾聲，且採購方面需要一定的週期（不是想補貨馬上就
能補），政策調整對業績的影響 2015 年部分體現、2016 年完全體現。海南離島免稅政策調整，新
春的見面禮，2015 年業績增長更有保障！
春節期間海棠灣銷售額增長 62%，高於我們預計的全年增速（45-50%），估值仍處於安全區間，後
續仍有不少亮點，可能對基本面帶來很大變化的亮點：（1）首都機場免稅店經營權招標；（2）國
企改革進程的推進；（3）跨境電商業務的持續推進，改變市場的悲觀預期；（4）海南離島免稅開
啟網購時代。建議買入！
風險提示：海棠灣免稅店銷售低於預期，突發事件，稅收體制或電商的可能影響。

浙江東方（600120）：國企改革+跨境電商+量子資訊，空間巨大
公司未來定位為跨境電商大平臺，配合杭州網上自貿區，空間巨大：
（1）國企改革大風起，物產中大已經有 3 個漲停，預計至少還會有 2 到三個漲停，東方將成為下
一個改革重點標的。
（2）浙江在積極推進跨境電子商務綜合實驗區發展，國貿集團以及浙江東方深度參與其中，未來
將依託杭州電子商務綜合實驗區大展宏圖。
（3）量子資訊行業整體處於快速發展前期，而公司是唯一與潘院士深度合作的單位，是 A 股最純
正的量子資訊標的。
（4）如果永安上市，公司在手的類現金資產將達到 70 億元，擁有很強的安全邊際。
風險提示：國企改革進度低於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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