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 年 3 月 10 日

市場回顧與後市分析
週一 A 股早盤因消息面稱證監會正研究向銀行發放券商牌照，令券商股大跌拖累滬深主機板走勢低迷，午
後銀行股王者歸來，指數觸底反彈，站上 3300 點，創業板和中小板中的互聯網金融板塊表現搶眼。終盤，
上證綜指、深證成指分別上漲 1.89%和 1.24%、中小板指數和創業板分別上漲了 1.45%、2.20%。 板塊方面，
銀行、電腦和輕工製造分別上漲 5.83%、2.73%和 2.42%；非銀和有色金屬下跌，分別下跌了 0.77%、0.07%。
消息面上，今日將公佈 2 月 CPI 指數，預計受春節因素的影響，2 月份 CPI 將小幅回升至 0.9%，漲幅連續兩
個月低於 1%，顯示國內物價仍低位元運行，明日起將 2 月宏觀經濟資料將陸續公佈，預計總體資料仍處於
弱勢階段，市場對政策的持續寬鬆仍有期待。此外，今日開始市場將迎來 24 只新股的集中發行，將影響市
場資金面，但市場前期風險已充分釋放。
綜上所述，我們認為市場的結構性行情明顯，資金持續重點關注兩類板塊：一是以銀行為代表的低估值金融
藍籌，二是以互聯網金融、工業 4.0 等為代表的符合新興產業發展方向的成長板塊。建議關注寬鬆政策的持
續發酵，積極佈局低估值、政策支持和成長股投資主線，重點關注大金融、“互聯網+”、國企改革、各區
域自貿區和“一帶一路”，積極參與本周的新股申購。

重要新聞
◆ 【2 月份 CPI 今日公佈漲幅或連續兩月低於 1%】
國家統計局今日將公佈 2 月份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機構預測，受春節因素影響，2 月份 CPI 漲幅將略微
回升至 0.9%，漲幅將連續兩月低於 1%。專家預計，今年物價仍將低位運行。
今年 1 月份全國 CPI 同比僅上漲 0.8%，創出 5 年多新低。對於 2 月份 CPI，機構普遍預測，受春節因素影響，
其漲幅將會略微回升，但仍將低於 1%。
中金公司表示，春節期間食品價格季節性上漲，其中蔬菜價格漲幅較大，而豬肉價格未見明顯回升，預計 2
月 CPI 同比漲幅上升至 0.9%。
交通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連平指出，由於經濟內生需求不足，近期物價上漲動力不足，春節期間食品和非食品
價格都沒有出現明顯上漲，部分商品價格在春節前還略有回落，預計 2 月份 CPI 同比漲幅可能在 0.9%-1.1%
左右，相比 1 月有小幅回升，但仍在低位徘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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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肖鋼與代表委員對話：深化改革是牛市最大動力】
證監會主席肖鋼和全國人大代表、齊魯證券董事長李瑋以及全國政協委員、交銀施羅德基金公司副總裁謝衛，
共同解讀資本市場新動態，探討監管轉型新舉措。肖鋼稱，改革紅利將是推動資本市場進一步健康發展的最
強大動力。這輪股市上漲是對改革開放紅利預期的反映，是各項利好政策疊加的結果，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
但也要看到風險，要注意防範風險。
肖鋼稱，目前融資融券的規模和風險總體可控，融資餘額占市值的比例為 2.8%，還處在較低水準；融資交
易占每天的交易額平均是 15%，雖然相對過去是擴大了，但總體上還是可控的。證監會也加強了對融資融券
業務的監管，開展了兩批現場檢查，目的就是規範業務開展。
肖鋼表示，註冊制落地的一個前提條件是要修訂證券法，因為改革要於法有據。我們正在積極研究準備，已
形成改革初步方案，並正著手制定具體實施方案。真正實施還有待證券法修訂完成之後。我們很高興地看到，
證券法的修訂在積極推進當中，期盼這項工作能夠儘早完成。
肖鋼表示，深港通應該下半年可以開通。目前正在積極研究方案，中國證監會和香港證監會將聯合審批並公
告。同樣要進行技術上的準備和測試，需要幾個月，真正開通交易要到下半年。

◆ 【收購傳聞系烏龍：興業銀行本已控股華福證券】
3 月 9 日，一則“ 興業銀行將收購華福證券”的消息攪動 A 股市場。原本平靜的銀行板塊更是被這一傳聞
擾動，截至收盤， 寧波銀行和 南京銀行雙雙漲停，工行漲幅最小，也有 4.15%的可觀漲幅。但是，被市場
視為重磅的這一傳聞顯然有著烏龍之嫌。據瞭解，興業銀行的子公司興業國際信託目前持有華福證券
60.35%的股權。其中興業國際信託直接持有 4.35%，另外 56%股權則分別由福建省能源集團和福建省交通運
輸集團代持。
從知情人士處獲悉，由興業銀行並購華福證券這一提法顯然不準確，興業銀行早已通過興業國際信託控制華
福證券，只是通過代持方式。興業國際信託早在 1 年前已與福建省能源集團和福建省交通運輸集團簽署協定，
擬將代持變為直接持有，這也是這次傳聞“方案上報國務院”的由頭。
對於收購一事，興業銀行官方尚無明確表態，總行辦公室人員僅表示，關注到證監會發言人相關講話，正研
究有關方案。興業國際信託方面則表示並不知情。
據興業國際信託 2013 年年報，興業銀行對其持股比例為 73%，處於絕對控股地位。華福證券與興業銀行的
淵源要從 2010 年談起。資料顯示，2010 年廣發證券轉讓其所持有的廣發華福證券 60.35%的股權，以解決
同業競爭事宜。據當年福建省產權交易中心通知，上述股權的受讓方分別為福建省能源集團、福建省交通運
輸集團和聯華國際信託三家公司組成的聯合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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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保基金：2 月投資者信心指數仍維持較高水準】
中國證券投資者保護基金有限責任公司（“投保基金”）日前發佈 2 月的月度投資者信心調查資料。調查顯
示，2 月投資者信心指數環比出現小幅回檔，但總體保持穩定，仍維持較高水準，投資者對後續利好政策的
預期依然較強，對大盤走勢繼續保持謹慎樂觀態度。約三成投資者表示未來 3 個月考慮增加股票投資。
投保基金調查結果顯示，2 月投資者信心指數為 64.6，同比上升 9.5%，環比小幅下降 4.6%，投資者信心繼
續偏向樂觀，總體走勢保持平穩。從子指數看，國內經濟基本面、國內經濟政策指數分別下降 3.9 和 8.1，
國際經濟金融環境指數上升 2.6；大盤樂觀、大盤反彈和買入指數下降 5.5、1.3 和 7.3，大盤抗跌指數上升
0.2；股票估值指數達到 53.9，與上月基本持平。
投保基金調查分析，2 月初市場增量資金規模及成交量均出現萎縮，呈現震盪調整格局。此外，2 月買入指
數環比下降，未來 3 個月內考慮增加投資於股票資金量的投資者占 30.4%，考慮減少資金量的投資者占 9.0%，
42.7%的投資者選擇維持現有資金量。

◆ 【歐陽澤華：預計今年會有幾家企業強制退市】
3 月 9 日，全國人大代表、證監會上市部主任歐陽澤華在接受線上訪談時表示，退市常態化、法治化、市場
化是上市公司監管工作的一個基本目標，實現這一目標需要循序漸進的過程，需要監管部門、證券交易所等
相關主體嚴格按照退市的要求履行退市程式。他說，新退市制度已經實施，預計今年將會有幾家上市公司因
為財務指標不達標而退市，具體可能會在 2014 年年報發佈後，被證券交易所決定正式退市。
在被問及對 A 股上市公司借殼上市行為的看法時，歐陽澤華表示，從實際借殼上市成功的案例看，最近兩
年每年大概涉及借殼上市的交易單數穩定在 30 單左右。現在潛在殼的市值比較高，借殼成本也比較高，借
殼上市能真正實質性進入程式的較少。隨著註冊制的逐步實施，市場供求關係逐步走向均衡，借殼上市的壓
力可能逐步下降。

春秋航空（601021）：不容錯過的雙重概念股
今年春運國際航線異常火爆。我們對今年春運跟蹤的資料顯示，國際航線農曆同比大幅增長 23%，
實現客票收入增幅 17%，其中短途國際遊市場更是可以用爆滿來形容。我們認為，航空消費升級的
動力和趨勢已經相當明確，航空出行大眾化勢不可擋。
公司運營策略完全符合市場變化。今年以來已經新開闢多條國內往來日本的航線，目前飛大阪的航
線就達 14 條。加上春秋日本公司在日本境內的點對點佈局完成，今年公司整體運力又在向東南亞
線傾斜，可以說航線網路優勢愈發明顯，規模效應一觸即發。
公司和傳統航空公司最大不同在於，傳統公司講的是行業復蘇的中長期邏輯，春秋則是在此基礎上
的強勁內生增長動力，加上精細化成本管控優勢，實現真正意義上的成長邏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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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集上海本地股和迪士尼概念股雙重身份於一身，催化劑效應明顯。
建議關注春秋航空，預計 1 季報盈利強勁，儘管我們在市場對公司今明兩年盈利預測最高，但認為
公司後面季度運營仍有望持續超預期。
風險提示：行業需求增長低於預期。

伊立浦（002260）年報點評：業績符合預期，繼續關注外延式增長機遇
事件：公司發佈 2014 年報：全年營收 6.91 億元（YoY 1.57%），營業利潤 957.35 萬元（YoY 61.04%），歸母淨利潤 3312.81 萬元（YoY 65.09%），EPS0.21 元（YoY 61.54%）。同時以資本公積
金向全體股東每 10 股轉增 7 股。
業績符合預期，高增長主要來自通航業務貢獻。公司營業收入與去年基本持平情況下，營業利潤同
比大幅下降的主要原因是傳統廚電業務受行業需求下滑影響，收入規模和毛利率水平均出現下滑，
且公司前期佈局通航業務費用支出增加。歸母淨利潤同比大幅增長，主要來源於通航業務政府補貼，
且通航業務 14 年 4 季度已開始貢獻利潤。
通航佈局成效初顯，貢獻 80%利潤成業績主要引擎，未來將拉動公司業績快速增長。14 年 4 季度
通航委託研發業務貢獻 4000 萬收入，毛利率高達 95.85%，貢獻公司 27%的毛利，此外通航業務全
年收到政府補助 3569 萬元。我們估算通航業務對公司利潤貢獻在 80%以上。公司自 2013 年 7 月梧
桐投資入主後即展開通用航空 5 年發展規劃，通過連續收購及合作展開通航佈局。我們判斷公司在
通航領域佈局有望進一步延伸，未來望打造成直升機、無人機、發動機研發、生產、維修、服務及
通航培訓一體化產業鏈，帶動公司業績進入高速增長通道，預計 2015-16 年可為公司貢獻約 7 億、
13 億元收入。
廚房電器收入、毛利下滑，短期仍是公司業績構成部分，未來有望向商用等高端領域拓展，預計將
以 10%左右增速平穩增長。受國際宏觀經濟不景氣影響，廚電業務下游需求放緩，實現收入 6.45
億元，同比下滑 4.29%，毛利率 15.83%，減少 2.22%。但在商用設備子業務上取得增長，收入 1895
萬同比增長 3.91%，毛利率 51.94%提升 1.36 個百分點。我們認為公司電器未來有望逐步向商用等
高端領域拓展，預計未來電器業務將穩定增長，短期仍是公司業績構成部分。
高送轉進一步解決公司股票流動性問題，打開市值增長空間。公司以資本公積金向全體股東每 10
股轉增 7 股，此次高送轉是公司轉型通航後第一次。我們認為高送轉有望進一步解決公司股票流動
性問題，打開市值成長空間。
盈利預測與投資建議。公司自 2013 年提出通航五年發展規劃，近一年多連續通過收購及合作展開
佈局，2014 年 4 季度通航業務已開始貢獻業績。受益我國通航產業快速發展及公司大規模佈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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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航業務將快速增長拉動公司業績進入高速成長通道。我們預計公司 2015-2017EPS 分別為 0.38、
0.97、2.29 元，給予公司六個月目標價 34.2 元，對應 2015 年 90 倍 PE，“買入”評級。
風險提示。通航業務處於培育期，業績具有較大不確定性；宏觀經濟增長繼續放緩，傳統電器業務
下滑過快。

閩福發 A（000547）：業績符合預期，繼續關注外延式增長機遇
公司發佈 2014 年報，全年營收 8.56 億元（YoY 59.65%）、歸母淨利潤 2.07 億元（YoY 49.43%）；
扣非後歸母淨利潤 2885 萬元（YoY 346.61%），EPS0.22 元/股（YoY 29.41%）。
點評：
業績符合預期，高增長主要貢獻來自新收購子公司歐地安。扣非後歸母淨利潤 2885 萬元同比扭虧
（2013 年同期-1170 萬元），主要原因是 2014 年收購的子公司歐地安貢獻淨利潤 5187 萬元。銷售
費用、管理費用分別同比增加 146.91%、45.91%，亦主要因新增子公司歐地安。財務費用同比下降
33.00%，主要原因是公司存款利息收入增加。
預計南京長峰收購有望 15 年完成，將有力提升公司業績。公司 2014 年 9 月公告擬收購南京長峰。
南京長峰以“電子藍軍”為核心業務，資產優質，盈利能力強，淨利率高於 20%，預計 2014 年淨
利潤 1 億元以上。2015 年有望完成此次收購，南京長峰併入公司後將有力提升業績，且與公司電
磁安防業務形成上下游關係，利於充分發揮協同作用，公司將分享電子藍軍未來百億級市場空間。
電磁安防業務貢獻利潤超業績承諾，未來極富成長潛力。歐地安為我國電磁安防領域龍頭，2014
年貢獻淨利潤 5187 萬元，完成承諾業績的 108%，我們認為淨利潤略超承諾業績的主要原因是面向
軍工、航太高端客戶的電磁環境工程業績有較大提升。結合維琪百科資料，保守估計我國陸軍坦克
等各類軍用車保有量在 12000 台以上，且公司電磁攻防產品未來有望進一步向海軍、空軍、防化等
領域拓展，電磁安防業務極富成長潛力，預計未來 2-3 年將持續保持 20%以上增速。
通信業務穩定增長，全面拓展各軍兵種資訊化市場。受益軍隊資訊化建設，公司原有總參資訊化部、
裝甲兵採購量保持穩定增長，總參機要局、工程兵、防化兵訂貨取得新突破，通信業務收入同比增
長 9.58%。在立足原有市場基礎上，公司 2014 年重點挖掘總裝、海軍、空軍、二炮、工程兵、防
化兵等多軍兵種的資訊化新需求，積極拓展客戶關係；且完成南京長峰收購後公司將獲國企資質，
未來望持續為公司帶來各軍兵種新增訂單，我們預計未來 3 年通信業務將保持 15-20%增速。
外延式增長預期強烈，關注科研院所改制機遇。此次南京長峰的收購完成後，公司將成為航太科工
集團下屬第七家上市公司。以科研院所編制為主的航太系軍工集團具有巨大的潛在資產證券化空間，
隨軍工科研院所改革不斷提速，公司未來有望成為集團相關資產進一步注入平臺。截止 2014 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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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帳面現金及類現金資產約 25 億，我們推測在軍民融合深度發展大背景下，公司有望繼續通過
收購整合進一步做大做強軍工業務。
盈利預測與投資建議。預計 2015-16 年 EPS 分別為 0.26、0.30 元，再考慮若 2015 年完成南京長峰
收購及配套融資後對公司業績的影響，預計 2015-16 年 EPS 約為 0.27、0.32 元。綜合考慮公司的外
延式增長預期，以及航太系上市公司目前估值水準，給予公司 25 元目標價，對應 2015 年約 97 倍
PE，“買入”評級。
（假設公司 2015 年使用 25 億資金展開收購，若按 10 倍 PE 收購，可增厚 EPS0.18 元，若按 5 倍 PE
收購，可增厚 EPS 約 0.36 元，公司 2015 年備考 EPS 可能在 0.45-0.63 元之間，再考慮目前航太系上
市公司估值水準，因此給予較高 PE 倍數。備註：對 EPS 增厚按 2015 年若完成收購的 14 億股本測
算）
風險提示。軍品訂單的大幅波動。改革的不確定性。

漢威電子（300007）：增資開運資訊，大步邁進移動健康，買入
事件：
公司於 2015 年 3 月 10 日對發發佈對外投資公告，2015 年 3 月 4 日公司與周濤、夏玉、白靜（交
易對方）在鄭州市簽署《增資擴股協定》及《投資者保障協定》，公司將以增資方式投資河南開雲
資訊技術有限公司，投資金額為 500 萬元，完成後公司出資占開雲資訊增資後總股本的 10%。
點評：
合作協同效應明顯，深化公司居家健康領域優勢。開雲資訊是國內領先的移動互聯健康平臺，在移
動健康管理領域具備比較完善的產品和服務，已與國內專業健康險領軍企業 PICC 人保健康達成合
作，並與富力地產共同打造了海南第一家社區健康管理醫院。但是健康資料的採集需要依賴于先進
精准的感知測量設備，其亟需借助優秀上市公司的品牌優勢、技術優勢、資本優勢積極開拓市場。
而公司是國內領先的物聯網（IOT）解決方案提供商，在感知技術領域具備核心領先優勢，旗下公
司蘇州能斯達電子科技有限公司正在積極研發可以用於醫療健康領域的先進柔性感測器，同時威果
智慧家居團隊已經開發了第一代空氣電臺系列產品，並且正在積極探索更加豐富的居家健康產品和
整體解決方案，雙方合作的互補性強，將會產生明顯的協同效應。
目前公司正在持續構建和完善物聯網平臺，積極推進智慧市政、工業安全、環保監治、居家健康四
大業務領域的佈局。居家健康領域是公司佈局的重要前沿領域之一，公司已經基於自有核心技術開
發了監測空氣品質的空氣電臺系列產品（A1、R1、E1）。本次與開雲資訊進行股權合作，有利於
實現健康產品帳戶共用和大資料互通，共同打造內外閉環的智慧居家健康解決方案。本次投資有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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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公司補全、補強在居家健康領域的產品與服務，完善公司物聯網（IOT）整體解決方案，增強公
司的持續發展能力和核心競爭力。
“買入”評級。公司以感測器為基石，通過橫向收購構建雲平臺，實現環境監測-治理整體解決方
案，並通過高興供水開展地下管網領域的“智慧水務”標杆項目，佈局“智慧市政、安全生產、環
保監治、居家健康”四個領域，打造物聯網生態系統，物聯網平臺公司已初現端倪；先後通過跨界
合作切入智慧家居安全領域和移動健康、智慧醫療領域，未來發展潛力巨大。根據公司產能規劃，
我們預計公司 2015-2016 年 EPS 分別為 0.73 元和 0.97 元。公司未來無論是業績或是企業價值都存
在較大提升空間，買入評級。
風險提示。新市場不確定性風險；業務整合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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