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 年 3 月 3 日

市場回顧與後市分析
昨日滬深兩市小幅上漲，中小市值股票大幅上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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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9%、1.07%、1.63%、3.06%。 板塊方面，漲幅靠前的是電腦、電力及公用事業、鋼鐵分別上漲
4.01%、3.56%和 3.26%。全市場共有 122 只個股漲停，無個股跌停。
大盤的走勢如我們預期，權重股並未在降息利好的刺激下出現大幅上漲，反之創業板放量新高，逾 100 檔
股票漲停。環保板塊在《穹頂之下》刺激下帶動了市場中小市值股票的熱度，熱點主要集中在資訊安全、文
化、環保、公用事業等。我們認為，市場的走勢並不出乎意料，流動性寬鬆對於市場的資金增加明顯利好，
但是邊際效應在遞減，市場需要回歸對於經濟基本面變化的持續關注上。受到中小市值股票暴漲的影響，不
排除後市權重股會有輪動上漲的機會。
綜上，我們對市場保持謹慎樂觀，投資視點可短期聚焦於重點行業或公司，如 TMT、環保、文化產業、概
念方面看好國企改革和一路一帶。

重要新聞
◆ 【全國兩會今日啟帷委員提案聚焦三大方面】
今日下午，全國政協十二屆三次會議將在北京開幕，這標誌著，一年一度的全國兩會正式啟帷。在中國全面
深化改革關鍵之年召開的這次關鍵會議，將釋放哪些重要信號，各界關注。
在 2 日下午舉行的政協會議新聞發佈會上，大會新聞發言人呂新華透露，全國政協十二屆三次會議定於 3 日
下午三時在人民大會堂舉行，3 月 13 日下午閉幕。
大會的主要議程是：聽取和審議全國政協主席俞正聲所作的全國政協常委會工作報告，聽取和審議全國政協
副主席齊續春所作的全國政協常委會關於政協十二屆二次會議以來提案工作情況的報告；列席十二屆全國人
大三次會議，聽取並討論政府工作報告、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報告、最高人民檢察院工作報告及其他報告，審
議並通過政協第十二屆全國委員會第三次會議政治決議等決議和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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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券商爭相下調融資利率兩融規模或再爆發】
相比上一次降息券商“死扛”融資利率不變，央行近期的第二次降息後，券商終於“服軟”了， 中信證券、
國泰君安、中投證券等券商跟隨降息節奏，紛紛下調了融資利率，從 8.6%調整到 8.35%。
一位券商人士分析稱，上一次降息後券商不調低兩融業務利率是因為市場融資需求過於強烈，這一次市場並
不如上一次降息那麼灼熱，融資融券業務是各大券商自身融資所得資金重點投入之處，降息之後下調利率也
是情理之中。
業內人士表示，未來貨幣政策上為了防止通縮，估計我國已經進入降息週期，券商紛紛赴港或定增融資，所
得資金大部分是用來發展兩融業務，估計未來兩融規模將會繼續擴大，並對大盤形成支撐。
最新資料顯示，2 月底滬深兩市融資融券餘額合共達到了近 1.16 萬億元，儘管較春節前高位有所回落，不過
相比兩融業務整頓前的 1 月 16 日依然略有增長。

◆ 【QFII 和 RQFII 稅收專項清理啟動明確追繳資本利得稅】
日前，有關稅務部門已召集 QFII 和 RQFII 就即將展開的稅收專項清理工作進行了溝通，明確了 QFII、RQFII
追繳資本利得稅的徵稅範疇、時間範圍以及處理口徑等，QFII、RQFII 在 2009 年 11 月 17 日至 2014 年 11 月
16 日期間在中國境內取得的股息、利息和權益性投資資產轉讓所得，將被追繳稅款及滯納金。
有外資機構表示，去年底有關部門明確了在 2014 年 11 月 17 日之前 QFII 和 RQFII 取得的投資相關收益所得
應依法徵收企業所得稅後，大部分 QFII、RQFII 都對相關收益做了稅收預扣，現在進一步明確徵稅的有關事
項，對 QFII、RQFII 衝擊有限，相反靴子落地反而有助於提升海外投資者投資中國內地資本市場的信心。
在剛剛過去的 2 月份，針對 QFII、RQFII 的稅收專項清理的準備工作全面啟動。根據獲得的“QFII、RQFII 稅
務問題培訓”資料，即將被追繳稅款的“所得”範圍為 QFII、RQFII 來源於中國境內的股息、利息和權益性
投資資產轉讓所得，權益性投資資產包括 A 股和 B 股股票（股權）、基金、權證、股指期貨等；追徵稅款
的時間範圍為 2009 年 11 月 17 日至 2014 年 11 月 16 日。

◆ 【2 月逾 80 家新三板公司公佈定增預案擬募資近 20 億元】
儘管 2 月份實際交易日較少，但新三板公司募資熱情仍然高漲。據統計，今年 2 月份共有超過 80 家新三板
公司公佈定增預案，擬募資總額接近 20 億元，相當多企業增發市盈率定在 20 倍以上，個別企業甚至超過
50 倍。分析人士表示，新三板市場流動性預期持續升高，且越來越多企業開始推出做市商交易，預計今年
新三板公司的定增動作將持續頻繁推出。
統計顯示，今年 2 月有 86 家新三板公司公佈增發預案，累計擬定增募資 19.62 億元，雖然和 1 月相比無論
是融資家數還是融資規模都有萎縮，但是考慮到 2 月實際交易日遠遠少於 1 月份，總體來看 2 月份新三板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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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市場仍然十分火爆。擬融資企業主要分佈在電腦、電子製造、專業設備製造等高新技術領域，反映出當前
資金對於該類新三板公司十分看好。
86 家公司中擬募資超過 1 億元的有 5 家，其中，平原非標擬融資達 1.6 億元，興竹資訊擬融資 1.28 億元，
帝聯科技、仁會生物、達仁資管分別擬募資 1 億元。

◆ 【創業板 2014 年淨利潤增長率達 22.71%】
3 月 2 日，從深交所獲得的統計資料顯示，2014 年度創業板公司營業收入和淨利潤增長速度為 27.03%、
22.71%，為近三年最高。
截止 2 月 28 日，創業板全部 421 家公司按要求通過業績快報、年度報告、上市公告書等形式披露了 2014
年度主要財務資料。資料顯示，2014 年度創業板 421 家公司合計實現營業收入 3,431.46 億元，平均每家公
司為 8.15 億元，較上年同期增長 27.03%；合計實現淨利潤 393.53 億元，平均每家公司為 0.93 億元，較上
年同期增長 22.71%。營業收入和淨利潤增長速度為近三年最高；另外，2014 年創業板上市公司淨利潤增長
率近三年來首次接近營業收入增長率，實現了利潤和收入的同步增長。
2014 年度有 97 家創業板公司營業收入超過 10 億元，10 家公司超過 30 億元， 上海鋼聯、 樂視網和 藍色游
標等 3 家公司超過 50 億元。營業收入前 50 名公司實現營業收入合計為 1313.08 億元，占全部創業板公司營
業收入合計的比例達到 38.26%。從淨利潤來看，2014 年度有 8 家公司實現淨利潤超過 5 億元，24 家公司超
過 3 億元，130 家公司超過 1 億元。淨利潤前 50 名公司合計實現淨利潤 173.11 億元，占創業板全部公司淨
利潤合計的比例達到 43.99%。

三精製藥（600829）——資產臵換後有望形成醫藥流通+醫療服務雙輪驅動
三精製藥在 2 月 16 日晚公告重大資產臵換報告書，三精製藥除了醫療服務以外的資產將與哈藥股
份控股的哈藥集團醫藥公司的 98.5%股權進行臵換，臵換後其主業變為醫藥流通+醫療服務；
哈藥醫藥批發業務在東三省及內蒙有較大拓展空間。公司未來在確保黑龍江省內市場領導地位的基
礎上，將業務拓展到東三省及內蒙，在遠期有可能發展成為全國性的醫藥商業企業。
藥品零售業務市場份額與毛利率均有提升空間。與相關公司比，人民同泰藥房有一定的銷售規模，
但毛利率低於大部分同類公司，未來可以通過產品替代提升毛利率水準，哈藥集團醫藥公司與國外
知名醫藥製造商增強合作簽訂獨家代理的方式也將對提高人民同泰的毛利率有較大幫助。
醫藥電商等新業務將成為新的增長點。哈藥明確表示未來將依託其在黑龍江省的區域優勢大力發展
醫藥電商業務。此外，哈藥集團醫藥公司有望在醫院藥房託管、醫保定點等方面都取得先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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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服務產業發展有望加快。三精製藥全資控股的三精醫院投資公司全資控股旗下有黑龍江三精腎
臟病專科醫院、哈爾濱市南崗區三精女子專科醫院。三精醫院投資公司介入醫院產業時間較早，但
受制於機制，發展較慢，在公司進行大規模資產臵換之後，公司有希望在該領域積極拓展業務，發
展有加快的可能。
盈利預測和投資評級。在假設三精製藥順利完成資產臵換，2015 年全年並表的前提下，我們預測
2015-2017 年三精製藥的收入分別為 84.45 億、101.26 億、123.59 億，歸屬母公司淨利潤 1.83 億、
2.35 億、2.84 億，EPS0.32、0.40 和 0.49 元。我們按 2015 年 41 倍 PE 估值，給予“增持”評級，6
個月目標價 13.12 元。
風險提示：1）三精製藥資產臵換仍需等待上交所審核結果及股東大會表決結果，存在一定不確定
性；2）醫藥流通企業發展對政策依賴度大， 招標政策，醫藥電商相關政策均會影響到公司未來預
期。

TCL 集團（000100）——14 年業績增 51%，智慧電視生態佈局領先，價值重估繼續，買入評級
14 年營收突破千億，增長 18%，歸母淨利潤 31.9 億，增長 51%，盈利高增長主要由於：華星業績
增長與持股比例提升，通訊和多媒體盈利高增長，以及金融和創投業務利潤貢獻增加；
業務佈局：
A 華星光電：面板價格上漲推動利潤增長 8%至 24.3 億，預計 15-16 年面板供需仍偏緊，維持較高
利潤率，T2 投產貢獻增量；
B 多媒體電子：淨利潤 1.9 億，改善 2.82 億，毛利率提升。互聯網生態加快佈局，視頻/遊戲/教育/
生活等佈局領先，智慧電視啟動使用者 675 萬，日活躍 227 萬，已具互聯網平臺運營價值，預計
15 年增值業務收入約 5000 萬；
C 通訊：智慧手機銷量爆發推動淨利潤增長 241%至 8.6 億，15 年收入目標增長 30%，預計盈利更
快增長。移動互聯網平臺用戶 669 萬，預計 15 年增值服務收入數千萬元；
D 其他互聯網應用佈局：全球播（家庭電影院線平臺）、歡網科技（國內最大的智慧電視及 OTT 解
決方案服務商）、TCL 教育網（國內最大的大學網路學歷教育服務機構），以及智慧家庭和文化傳
媒等；
智慧電視使用者數和活躍度提高，平臺價值將爆發。預計 2017 年，智慧電視啟動使用者達 1 億，
日活躍用戶 4500 萬，智慧電視平臺的廣告/視頻/遊戲/電商/教育等增值業務規模達 400-500 億，若
終端企業分成 100 億，貢獻市值約 2000-3000 億，預計黑電市值空間可達 3000-4000 億，當前 1500
億，價值重估空間依然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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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CL 戰略佈局智慧電視生態，在終端銷量、視頻/遊戲/教育等服務平臺均較為領先，且與騰訊等互
聯網巨頭合作不斷深入，實現強強聯合，未來將充分受益于智慧電視平臺價值爆發。預計 15-16 年
EPS 分別為 0.38、0.46 元，買入評級。
風險提示：電視銷量不及預期，面板價格較快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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