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 年 2 月 26 日

市場回顧與後市分析
昨日滬深兩市沖高回檔，上證綜指報收於 3228.84 點。終盤，上證綜指、深證成指、中小板指和創業板指數
分別下跌了 18.07 點(或 0.56%)、178.8 點（或 1.53%）、52.00 點（或 0.79%）、17.56 點（或 0.93%）。 板
塊方面，電力公用事業、石油石化和國防軍工板塊分別上漲 1.86%、1.84%和 1.12%； 傳媒、非銀、電腦板
塊下跌，分別下跌了 3.38%、2.77% 和 2.30%。全市場共有 53 只個股漲停，8 只票跌停。
個股方面，當日於上交所上市的共進股份大漲 44%達漲幅上限，中國石化和中國石油因合併傳聞雙雙飄紅，
兩者盤中最高漲幅達 5%左右。消息面上，2 月 25 日，滙豐銀行與英國研究公司 Markit Group 聯合公佈的資
料顯示，中國 2 月滙豐製造業 PMI 預覽值為 50.1，預期值為 49.5，前值 49.7。該指數大幅高於預期，為四
個月高位。其中，新出口訂單分項指數 47.1，為 20 個月以來最低。對此，分析人士指出，雖然該資料較預
期值明顯回升，但此前種種經濟資料以及春節消費資料均顯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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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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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季度的持續看多降息彈性最大的非銀地產，關注移動互聯網支付和國
企改革。

重要新聞
◆ 【節後首個國務院常務會發 400 億減負紅包】
2 月 25 日是春節後第一個工作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送上羊年春節大禮包。國
務院常務會議確定進一步減稅降費措施、支持小微企業發展和創業創新，部署加快重大水利工程建設、以公
共產品投資促進穩增長調結構。加強定向調控，加大財稅政策支持力度，用減稅降費鼓勵創業創新，帶動社
會就業和調節收入分配。
會議認為，應對當前經濟下行壓力，保持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積極的財政政策必須加力增效。要堅持創新
宏觀調控思路和方式，圍繞以大眾創業、萬眾創新打造新引擎，以擴大公共產品和服務供給改造傳統引擎，
加強定向調控，加大財稅政策支持力度，用減稅降費鼓勵創業創新，帶動社會就業和調節收入分配；推進包
括重大水利工程在內的公共設施建設，擴大有效投資需求，推動結構調整和相關產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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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央行高層密集調整三位副行長變動】
不到一周時間裡，中國人民銀行高層再度出現人事調整。2 月 25 日，中國人民銀行官網最新領導名單顯示，
郭慶平、範一飛已於本月起升任副行長。
2 月 22 日，中國人民銀行排名第一的副行長胡曉煉已出任中國進出口銀行董事長。不過，截至 26 日早間，
央行官網“行領導”一欄仍保留胡曉煉的名字和簡歷。
簡歷顯示，胡曉煉為 1958 年生人，1984 年畢業于人民銀行金融研究所研究生部，經濟學碩士，研究員。她
從 2009 年 7 月起任中國人民銀行黨委委員、副行長。
新任的兩位副行長郭慶平和範一飛均為男性。
其中，郭慶平生於 1956 年 8 月，大學本科畢業，高級經濟師。他從 2008 年 12 月起任中國人民銀行黨委委
員、行長助理；2015 年 2 月任中國人民銀行黨委委員、副行長。
范一飛為 1964 年生人，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博士，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國際經濟碩士。他從 2010 年 3 月起
任中國投資有限責任公司副總經理、黨委委員(2011 年 11 月兼任上海銀行董事長)；2015 年 1 月任中國人民
銀行黨委委員；2015 年 2 月任中國人民銀行黨委委員、副行長。

◆ 【石油天然氣體制改革方案最快上半年出臺】
針對近日外媒報導的中石油、中石化合併傳言， 中國石化新聞發言人 2 月 25 日對媒體回應稱，內部未聽說
此事，對傳言不做評價。
不過，據瞭解，石油天然氣體制改革是今年我國能源領域改革的重要事項之一，相關改革方案已在研究制定
中，最快有望今年上半年出臺。改革會否撼動“三桶油”格局尚無定論，但必將為整個石油天然氣行業的發
展吹來新風。
石油天然氣體制改革確為今年能源體制改革領域的兩大重要任務之一，另一項任務是電力體制改革。據相關
人士透露，目前，國家發改委經濟體制改革司正在牽頭編制改革方案。
“預計改革方案最快今年上半年出臺，會對現行石油天然氣體制產生重大影響。”一位國有石油公司內部人
士透露稱。在這位人士看來，現行石油天然氣行業存在一定問題。如：“三桶油”既承擔了一部分國家石油
公司的職責，同時又是市場化主體，在經濟效益和社會責任等方面存在衝突；“三桶油”旗下子公司在國外
油氣區塊競爭中存在一定惡性競爭，如何避免這種競爭，同時又防止形成更大程度上的壟斷；國家石油管道
公司是否會單獨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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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業板影視醫藥行業信披指引修訂完成】
日前，深交所完成了創業板影視和醫藥兩個行業資訊披露指引的修訂工作，實行分行業披露，引入“不披露
即解釋”等條款、 取消“藥品研發對公司本期利潤影響”等披露要求。
本次《指引》修訂參考了境外成熟市場的做法，率先引入了“不披露即解釋”條款，即上市公司確有特殊原
因無法根據個別條款履行資訊披露義務的，在披露原因的前提下，允許調整披露內容或不披露；同時還鼓勵
公司在未達到披露標準時參照《指引》自願披露，給予其更大的自主空間，增強了《指引》的適用彈性，也
體現了強化自律監管、發揮市場自身約束功能的監管理念。
二是從重要性原則出發，權衡資訊披露的成本效益。本次修訂以投資者需求為導向，促進資訊披露簡明化，
同時充分考慮了上市公司資訊披露成本。首先，《指引》在適用範圍上引入了重要性標準，對於影視業務營
業收入或淨利潤占比達到 30%以上的適用影視行業指引，創新程度較高、註冊申報在一定級別以上的藥品適
用醫藥行業指引；其次，新《指引》優化、調整了部分披露要求，如年度影視作品拍攝計畫因不確定因素較
多難以預計，改為按季度預計並披露；取消主觀判斷程度較高的“藥品研發對公司本期利潤影響”的披露要
求等。

◆ 【香港將與內地商討啟動深港通】
中國香港特區政府財政司司長曾俊華 2 月 25 日在特區立法會發表新一年度財政預算案時表示，會檢討滬港
通的經驗，與中央有關部委商討啟動深港通和優化滬港通的安排，向兩地資本市場全面互聯互通邁進。
曾俊華表示，在加強與內地市場聯繫的同時，我們亦一直擴大與全球各地的人民幣業務往來。香港是全球規
模最大的離岸人民幣銀行業務、融資和資產管理中心，為世界各地的人民幣交易提供服務。
曾俊華說，去年經香港銀行處理的人民幣貿易結算交易按年增加 60%至 6.3 萬億元人民幣，而人民幣債券發
行量則按年增加 70%至 2000 億元人民幣。在 2014 年第四季度，香港的人民幣即時支付系統（RTGS）的平
均每日處理金額高達 8500 億元人民幣，較上一年同期上升 80%。

華昌達（300278）：收購 DMW LLC100%股權已按預期時間完成
華昌達公告完成了收購 DMW LLC 公司，向指定的銀行帳戶支付本次交易的交易對價。標的資產相
關的抵押或質押均已解除；同時，DMW LLC 根據《出資協定》從 DMW 承繼了與本次與標的資產相
關的所有資產及經營性負債，DMW LLC 的 100%股權已登記在 Huachangda Cross America Inc.名下。
我們關注到德梅柯員董事長陳澤先生已成為為華昌達董事會副董事長、公司總經理、及 DMW LLC
公司總裁，DMW LLC 公司的原董事長和財務總監未有變動。從順利的公司管理層變動看，華昌達
14 年到 15 年一系列收購事項推進順利，生產經營重整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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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收購完成的關鍵時間點在 2015 年 2 月 13 日，完全符合我們原來預期的 2015 年 DMW LLC 公司
並表 10-11 個月的預期我們在原預計華昌達公司（含華昌達本部和德梅科）15 年將獲取淨利 1.11.3 億元的基礎上（2015 年，不考慮收購 DMW，預期華昌達本部淨利潤 2400 萬元，德梅柯淨利潤
11200 萬元），估計尚可增加 4000-5000 萬元淨利潤。另外，我們預計華昌達本部 2015 年將進入恢
復期和上升期，通過逐步接受 DMW 轉來的訂單，收入端將獲得明顯增厚，從而帶動利潤協同增長。
預計 2015-2017 年每股收益 0.65、0.90、1.19 元，給予 2015 年 35-40x 動態估值，買入評級。
風險提示：業務整合風險。

華天科技（002185）：2014 年業績符合市場預期，高增長態勢未來幾年可持續
事件：
公司公告 2014 年業績快報，營業總收入 33.05 億元，同比增長 35.07%，淨利潤 2.98 億元，同比增
長 49.62%，EPS 為 0.448 元，業績符合市場預期。
點評：
前次募集資金項目效益釋放，營收和淨利潤高增長。公司在 2013 年發行了轉債募集資金擴產，母
公司和西安子公司新擴產能釋放，以及產能利用率的提高，為公司的高增長提供了產能的保證。行
業景氣度的高漲以及訂單從海外向大陸的轉移，為公司新擴產能提供了需求保障。另外在 2014 年
昆山子公司的並表，也是公司業績增長的因素之一。
再次增發融資擴產正當時，為未來幾年的高增長提供保證。公司在今年 2 月初已發佈非公開增發股
票預案，擬募集資金 20 億元，主要用於天水、西安及昆山廠區的擴產、研發及產業化項目，由於
全球半導體產業正經歷著產能從台韓等地區向中國大陸及東南亞轉移，本次投資將提升公司的生產
規模以及技術水準，擴大公司生產規模，承接全球產業轉移，同時也為公司未來幾年維持高增長態
勢提供保證。
堅定看好華天科技的投資價值，看好公司未來的發展：1）憑藉巨大的消費市場、相對低廉的生產
成本，全球半導體產業向中國大陸轉移，國內龍頭企業受益；2）國內 IC 設計和製造業的崛起，勢
必帶動產業鏈下游的封測企業的成長；3）國家對半導體行業的重大支援，將有利於華天等國內封
測企業進行更多的國際收購，快速提升技術水準並進入全球一流客戶供應鏈；4）公司在天水地區
的傳統封裝提供穩定現金流的支持下，在西安、昆山子公司進行了更先進的封裝技術的佈局，未來
發展前景光明；5）公司的管理團隊優秀，股權結構合理，管理層獲得充分激勵。從經營指標上看，
華天在國內封測上市公司中管理與運營效率更好，成本管控能力更強；6）公司近幾年業績增長快
速，估值優勢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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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買入”評級。我們預計公司 15/16 年淨利潤規模達 4.51/6.19 億元，對應最新股本的 EPS 分別為
0.65、0.89 元，明後年指紋識別業務可能超預期。“買入”評級，目標價位 20.4 元，對應 2015 年
31 倍估值。
風險提示：1、行業景氣度波動；2、國家半導體扶持政策力度弱於預期。

恒順電氣（300208）：高管增持增信心
公司董事長賈全臣 2014 年 6 月 30 日公佈增持計畫，計畫未來 6 個月內增持不低於總股本 0.1%，
不超過 2%。增持計畫應於 2014 年底完成，由於此期間記憶體在不能增持的敏感期，所以增持截止
日期順延至 2015 年 4 月 30 日。董事長于 2015 年 2 月 25 日增持公司股票 24.27 萬股，占總股本的
0.08%，平均價格 19.128 元。從增持計畫公佈至今，董事長已增持 1.3394%，即將到達上線，表明
對公司未來發展充滿信心。
增發投資電廠是實現印尼全產業鏈佈局關鍵一環。公司近年來一直調整現有產業佈局，積極推進印
尼投資，已經在印尼擁有了煤礦、碼頭、鎳礦和錳礦等當地優質資源，在建設鎳鐵工業園區的同時，
引入鎳鐵工廠，帶動公司電力配套設備、冶煉設備的出口。2014 年，公司海外收入已達到 4.54 億
元，收入占比高達 67.79%，已經實現初始佈局。
但是，印尼雖然鎳礦、煤炭資源豐富，但是由於缺電，導致資源無法轉換為產品，特別是 2014 年
初印尼開始“禁止原礦出口”。我國鎳礦資源尤其匱乏，70%需要進口，其中 50%以上進口印尼，
因此在印尼禁礦後在當地建廠已為必然。2014 年 2 月公司印尼蘇拉威西工業園項目啟動，目前工
業園已引入三家企業投資建設鎳鐵生產線，因此亟需公司儘快進行配套設施建設，特別是電廠。電
廠前期建設投資帶動公司電力設備出口，建成後除為自身冶煉廠供電外還可以向外售電，利潤空間
巨大。
增發不改變公司控制權。本次發行前，賈全臣先生及其一致行動人合計持有公司 1.01 億股，占總
股本 33.52%。本次增發股票數量上限 8600 萬股，賈全臣認購數量不少於實際發行股數的 10%，因
此發行完成後賈全臣先生（含一致行動人）合計持股比例將不低於 30%，不會導致公司控制權發生
變化。
“買入”評級。公司將依託印尼蘇拉威西鎳鐵工業園項目整合礦產資源、電廠資源，利用當地優勢
資源—煤、鎳礦，打造完整鎳產業鏈；同時，公司將以印尼工業園專案為起點，開拓電力設備的海
外直接銷售市場，公司業績將繼續高速增長：
1、公司電力設備業務將受益于高鐵、軌道交通投資增長；2、印尼禁礦政策使得其國內紅土鎳礦價
格下降，將為公司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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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優勢；3、印尼工業園區投資在帶動公司電力設備出口的同時，還可以為印尼當地缺電企業提
供配套電力設備。
風險提示。政策風險；項目達產風險；匯率波動風險；業務整合風險。

捷順科技（002609）：互聯網社區穩步推進，支付業務突破在即
公司 1 月份正式發佈捷生活 App 和微信服務號，基於社區前端設備和 IT 系統的聯網，實現手機開
門、開閘、物業報修投訴和停車場空位查詢等功能，未來還可以進一步延伸到社區電子商務，已經
具備社區 O2O 平臺雛形。目前，公司已經完成了地推人員的集中培訓，預計 3 月份開始將進入集
中推廣期。憑藉 10 萬以上的停車場存量用戶，我們認為公司今年有望實現 1000 個以上社區的推廣，
活躍用戶有望超過百萬。公司並未設定激進的短期推廣目標，體現了公司對產品品質和客戶體驗的
充分關注。一旦獲得良好客戶體驗，基於龐大的客戶基礎，公司社區 O2O 業務實現數萬個社區的
覆蓋和獲得千萬級活躍使用者並非不現實的目標。
公司在支付方面的佈局主要包括預付卡和支付清算。公司 2014 年在深圳與民生銀行合作，使門禁
卡相容銀行卡。我們預計公司與民生銀行的合作有望在 2015 年更進一步，並且在門禁卡中加入預
付卡功能，實現預付卡的大規模推廣。我們判斷公司 2015 年預付卡髮卡量可能會突破 300 萬張，
從而為公司帶來沉澱資金投資和周邊商戶消費返傭等可觀收益。此外，公司已經承接了 10 個以上
城市的一卡通系統建設，在拓寬城市一卡通的應用場景的同時，有助於公司預付卡的發放。
我們預測公司 15-16 年 EPS 為 0.45 元和 0.66 元。公司在社區 O2O 領域的資源稟賦優勢明顯，業績
成長穩健，相較可比公司市值偏小，而支付業務的可能突破有望催化短期股價。給予買入評級和
33 元的 6 個月目標價。
風險提示：新模式業務推廣進程有不確定性。

思美傳媒（002712）：總經理辭職屬管理層正常疊換
思美總經理程曉文辭職，這屬於公司管理層正常疊換。目前公司經營主體實際上由董事長朱明虯先
生總負責，程總的離任對公司經營層面不會有實質影響，預計後期可能有更多新媒體新服務領域的
管理人才加盟，是公司的戰略轉型的人才保障。
我們依然看好思美傳媒的發展價值。思美總體市值在 50 億左右，處於市值增長最快階段，未來有
望積極切入娛樂行銷、互聯網行銷等新領域，完善服務體系，打造整合行銷集團。
員工激勵完成之後，外延發展預期將進一步明確，股價的調整是買入機會。
6

風險提示：系統性風險。

模塑科技（000700）：設立名澤投資，醫療健康佈局再進一步
設立名澤投資，積極拓展健康服務業務。公司擬投資 2000 萬元，在江蘇無錫設立全資子公司無錫
名澤醫療投資管理有限公司（名澤投資），積極向健康服務領域拓展，中長期方向包括新建或收購
醫療機構和養老康復機構、投資移動醫療產業和生物科技產業等。公司主動佈局醫療健康服務產業，
長期成長空間廣闊。
積極切入醫療產業，構建長期成長第二極。公司全資建設的無錫明慈心血管病醫院（明慈醫院）是
省級三級專科民營醫院，以心血管病、糖尿病為特色，兼具體檢、康復、養老等醫療服務功能。明
慈醫院屬於中德合作專案，技術源於德國北威州心臟和糖尿病中心，目前專案建設進展順利，預計
2015 年下半年投入營業。明慈醫院技術特色鮮明、醫療實力雄厚，未來切入心血管病和糖尿病領
域，盈利前景可期，成為公司轉型醫療健康產業的有效支點。
汽車零部件平穩增長，良好現金流支撐轉型發展。公司產品包括汽車保險杠、儀錶板、格柵等汽車
內外飾件，主要客戶覆蓋上海大眾、上海通用、華晨寶馬、北京賓士、神龍汽車等合資客戶，未來
有望進入捷豹路虎、沃爾沃等新客戶的配套體系。由於配套份額相對穩定，未來零部件業務將跟隨
下游客戶銷量平穩增長，預計複合增速約為 15%。公司客戶品質良好，賬款回收週期在 3 個月左右，
良好現金流為未來轉型醫療健康產業提供有力支撐。
公司現有估值水準處於汽車零部件行業中位，未來佈局醫療健康服務產業，估值具備進一步提升空
間。建議關注。
風險提示。汽車市場景氣大幅下滑；醫院建設進程低於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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