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 年 2 月 27 日

市場回顧與後市研判
昨日滬深兩市雙雙大漲，上證綜指衝擊 3300 點，最後報收於 3298.36 點。終盤，上證綜指、深證成指、中
小板指和創業板指數分別上漲了 69.52 點(或 2.15%)、211.0 點（或 1.83%）、52.67 點（或 0.81%）、3.64 點
（或 0.19%）。 板塊方面，建築、非銀金融和有色板塊分別上漲 5.45%、4.38%和 3.46%； 醫藥、家電、電
腦板塊漲幅較少，分別上漲了 0.07%、0.08% 和 0.19%。全市場共有 49 只個股漲停，沒有個股跌停。
昨日市場主要受到基建、水利設施、地產、非銀板塊的帶動。今年，發改委將推進一批重大交通基礎設施項
目建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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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消息指，內地政府已做好房地產
政策儲備，以應對經濟持續下滑及房地產市場低迷。儲備政策包括降低購買二套房的首付比例，另外考慮調
整二手房交易營業稅的免征期限，由 5 年恢復至 2 年。在國家部署的 172 項重大水利工程中，東北三江治理
等 40 項在建工程加快實施；西江大藤峽等 17 項工程全面開工；今年計畫開工的 27 項工程全部立項；"十三
五"擬開工的 88 項工程前期工作加快推進。
對於後市，我們對市場謹慎樂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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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對兩會主題的一路一帶也應引起關注。

重要新聞
◆ 【多家機構認為 3 月將是降息重要時點】
《證券時報》報導，春節剛過，市場關於降息的呼聲再起，包括瑞銀證券、民生證券等多家機構都在強調警
惕通縮風險，認為新一輪貨幣寬鬆政策即將啟動，3 月份將是降息的重要時點。
這一次，適時調整基準利率以應對通縮的呼聲不僅來自於市場，貨幣當局或許也正有此意。25 日、26 日，
央行主管的《金融時報》連發兩文提及通縮風險，其中，26 日發表的文章稱，監管層要直面經濟進入通縮
的可能，貨幣政策要維持流動性的適度充裕，下一階段，為應對通縮的可能，央行應對法定準備金率、基準
利率等傳統工具進行適時、適度調整，保持適度的流動性。
民生證券研究院執行院長管清友就表示，在衰退、通縮和債務風險的三重壓力之下，降息依然是最為直接有
效的方式，預計再次降息不會太遠，全國“兩會”前後就可看到。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文章另一大亮點還在於呼籲監管政策要為商業銀行適度鬆綁，其中提到了資本充
足率和貸存比對銀行放貸能力的限制，存款偏離度考核對存款正常流入的干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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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嘉誠：如沒有自由行港股可能大跌 1000 點】
長和系主席李嘉誠在長江實業業績發佈會上表示，看好香港經濟，最大靠山就是內地。不過，如果沒有自由
行，預計股市會跌 1000 點以上。李嘉誠還表示，新界某些地區秩序要好一些。他重申，香港要內地支持，
香港經濟現在相當好，不會有事，未來 1、2 年都會好，不會差。對於長實集團，李嘉誠表示因為有對外業
務，(自由行限制)整體影響不大。
長江實業(0001.HK)週四（2 月 26 日）盤後發公告，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止全年股東應占盈利 538.69 億
元（港元，下同），同比升 53%；每股基本盈利 23.26 元；派第二中期息 3.016 元。和記黃埔(0013.HK)亦公
告稱，去年全年淨利潤 672 億元，高於預估的 468 億元；全年營收增長 2%；派發末期股息每股 1.755 港元。
李嘉誠還表示，今年將標誌長江集團邁進嶄新里程，預計完成重組計畫的所有相關方案後，將消除控股公司
之股份折讓，進一步反映長江集團的實力及價值；集團業務定位會更為清晰，機會更多，空間更大，對公司
及股東利益更有利。
李嘉誠指出，置身在創新與技術革命的時代，面對經濟高低起落，長江集團各項投資決策均以股東長遠利益
為依歸，恪守妥善理財方針。長江集團時刻面對全世界激烈的競爭，必須以智慧導航，方能應付任何挑戰。
他表示，深信在未來歲月，長江集團將發揮更大能量，對長遠業務前景充滿絕對信心。他認為，處身充滿競
爭及挑戰的全球化年代，具智慧、創意澎湃及勤奮忠誠的員工，是集團最寶貴的資產。

◆ 【中金所：兩股指期貨獲批復消息不實】
2 月 26 日下午，有消息傳中金所上證 50 和中證 500 股指期貨獲批復，但中金所對此予以否認。中金所新聞
資訊部表示，上證 50、中證 500 股指期貨從 2014 年 3 月開始一直在做模擬測試，目前測試正常，正在等待
證監會批復，兩股指期貨獲批復消息不實。
目前中金所只有滬深 300 股指期貨以及 5 年期國債期貨兩個品種。但中金所正在積極準備包括歐元美元等外
匯期貨、10 年期國債期貨、上證 50 股指期貨、中證 500 股指期貨、滬深 300 股指期權等金融期貨品種。

◆ 【軍工行業成今年國企改革重點】
全國兩會臨近，“強軍夢”有望成為兩會關注焦點之一。在努力構建中國特色先進國防科技工業體系的戰略
指引下，國防軍工行業的改革料將加快推進：軍工領域的事業單位改制已經啟動，兩會後將初步確定分類名
單並上報；國企改革的頂層方案也有望在兩會後出臺，軍工作為 2015 年國企改革的重點，軍工各集團改革
也將加快。
資料顯示，各軍工集團陸續交出了 2014 年業績“成績單”，其中中國電子集團成績亮眼。中國電子集團
2014 年實現淨利潤 27.6 億元，同比增長 59%。業績增長的軍工上市公司主要集中在三類：一是以 中航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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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雲新材等為代表的航空航太類公司；二是 光電股份、 海特高新、 四創電子等電子類公司；三是 廣船國際、
上海佳豪、 亞星錨鏈等船舶類公司。處於傳統的重型汽車、紡織產品行業的 中航黑豹、 航太通信等公司，
則出現了較大幅度虧損。中航黑豹預計 2014 年淨利潤虧損 1.42 億元，同比下降 903%。
2015 年國防工業改革將會繼續推動軍工國企的整合，繼續提升證券化水準，推進軍民深度融合，科研體制
改革可能將進入政策配套、實質推進階段。有分析稱，國企改革的頂層方案有望在兩會後出臺。軍工作為
2015 年國企改革的重點，預計軍工各集團改革將加快，軍工集團改革將成為 2015 年重要看點。

◆ 【激進險資一手捧基建一手補券商】
新年伊始，部分保險機構便開始進入投資佈局狀態。據悉，有保險公司在全國兩會前後看好基建板塊表現，
也有保險公司借勢補倉券商股。當然也有按兵不動者，仍在耐心等待抄底良機出現。
在投資大方向上，大部分保險公司基本都達成了一致，即對 2015 年市場表現謹慎樂觀，結構性機會不會少。
在主基調確定的基礎上，保險投資經理握有具體的品種選擇權。
據瞭解，鑒於當前經濟下行壓力持續加大，以及加大基礎設施建設投資一直是政府穩增長的主抓手，“一帶
一路”不僅將成為全國兩會熱議話題，而且不排除有更具操作性的官方表態出臺。為此，有保險投資經理私
下表示，看好全國兩會前後“一帶一路”規劃導引下的基建板塊表現，預計 2015 年基建相關行業的需求將
會顯著改善。
最近這一波行情中，保險機構並沒有大幅加倉或減倉的大動作，更多的是低買高賣、波段操作的小動作不斷。
有保險機構在前期減持部分券商股之後，春節後又開始重新佈局券商股。

萊茵臵業（000558）：安全性、彈性皆具備，繼續重申推薦
（1）地產業務穩健，為轉型提供充足現金。深耕江浙市場，土地儲備 200 萬平。專案沉澱價值高，RNAV
不低於 7 元。
（2）股價安全邊際高。14 年定增完成價 4.45 元，當前股價 5.81 元，僅溢價 30%。考慮 15 年 9 月解禁，具
備較強安全邊際。
（3）轉型帶來更大彈性。公司自 14 年確定轉型，通過收購方式連續擴展 LNG 和 CNG 業務，先後打入杭州、
揚州、安徽等市場。已在橫琴設立橫琴萊茵達能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將為後期並購融資、項目孵化奠定基
礎。
預計公司 2014、2015 年每股收益分別是 0.15 和 0.25 元。目標價 7 元，買入評級。
風險提示：政策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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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亞迪（002594）：業績符合預期，2015 年新能源汽車爆發式增長延續
業績符合預期。公司發佈 2014 年業績快報：全年實現營收 583 億元（同比+10.3%），歸屬上市公司股東淨
利潤 4.4 億元（同比-20.8%），EPS 為 0.18 元。其中 Q4 單季營收 179 億元（同比+26.3%，環比+30.6%），
單季淨利為 0.5 億元（同比-44.3%，環比+73.8%），對應 EPS 為 0.02 元。
2014 年新能源汽車銷量暴增。2014 年公司整車累計銷售 44 萬輛（同比-13.1%），其中傳統燃油車銷售 42
萬輛（同比-16.7%），新能源汽車銷售 2 萬輛（同比+570%），新能源汽車銷量占比達到 5%。分季度看，
Q1-Q4 新能源汽車的銷量分別為 3396 輛、4171 輛、5379 輛、8026 輛，環比走高趨勢明顯，Q4 銷量創新高
是公司單季收入同比大增的主因。分車型看，秦、E6、K9、騰勢的銷量分別為 14747 輛、3560 輛、2533 輛、
132 輛，秦的熱銷助推公司 2014 年新能源汽車銷量爆發式增長。
2015 年新能源汽車延續爆發式增長。2015 年公司將再度力推四款插混新作，唐（Q1，中型 SUV）、商（Q2、
MPV）、宋（Q3、緊湊型 SUV）、元（Q4、小型 SUV）有望逐季上市。另外宋和元的同型燃油版車型 S3 和
S1 也有望同步上市。受益于四款新車加入，加上現有在售的 4 款車型，產品陣營將極大豐富，有效覆蓋主
流產品線，預計 2015 年公司新能源汽車銷量有望達到 7 萬輛（同比+233%）。
動力電池瓶頸緩解，新能源汽車上量在即。全新動力電池工廠（坪山）已於 2014 年 10 月正式投產，設計產
能 6.5Gwh，相當於老工廠（惠州）產能的 4 倍。隨著新工廠產能爬升，制約公司新能源汽車放量的電池瓶
頸有望逐步解除。公司在新能源汽車領域品牌優勢明顯，產品陣營強大，未來銷量有望繼續保持快速增長。
風險提示。新能源汽車推廣低於預期；傳統燃油車銷售大幅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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