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 年 3 月 18 日

市場回顧與後市分析
週二早盤，兩市雙雙高開，盤中震盪調整，創業板率先拉升再創新高；盤中權重集體拉升，帶動大盤走高，
滬指突破 3478 點的高點，創出 2008 年 5 月以來的新高；午後大盤再度拉升，滬指站上 3500 點，最高報
3504.12 點；盤中滬指跳水，漲幅收窄；尾盤在金融股帶動下強勢反彈；截至收盤，滬指報 3502.85 點，漲
1.55%；深成指報 12169.52 點，漲 1.26%；創業壁報 2137.46 點，跌 0.24%。兩市共成交 11173 億元。板塊
方面，機場航運、西藏、港口航運、一帶一路、鋼鐵、券商等漲幅居前；P2P、民營醫院等概念跌幅居前。
昨日市場有消息稱，央行已對當日到期的 3500 億元中期借貸便利(MLF)進行續作，並對相關銀行機構進行了
增量操作。同時央行昨日主動調降 7 天期逆回購中標利率 10 個基點，有著較強的政策信號。央行需要採取
措施來增加貨幣供應，由此市場增強了對降准、降息的預期。
展望後市，市場突破 09 年高點後，仍有進一步上衝動能，短期震盪幅度也會進一步加大，然而風物長宜放
眼量，建議投資者繼續戰略看多市場，地方債務置換、養老金入市、改革提速、政府鼓勵呵護股市積極發展，
多方面因素將助推大類資產配置繼續轉向股市。配置上，低利率的金融地產、創新的互聯網先進製造仍是全
年的兩條主線，建議逢低積極配置。

重要新聞
【央行再注流動性續作約 5000 億 MLF】
3 月 17 日市場有消息稱，央行已對當日到期的 3500 億元中期借貸便利（MLF）進行續作，並對相關銀行機
構進行了增量操作。對此，上海一家貨幣經紀公司及深圳一家全國性股份制銀行人士均確認此事。據他們瞭
解，央行總的資金投放規模應在 5000 億元左右。
公開資料顯示，2014 年 11 月、12 月，央行共通過 MLF 投放 3750 億元人民幣，期限均為 3 個月，利率為
3.50%。截至當年年末，該 MLF 餘額共計 6445 億元。去年三季度，央行創設並首次開展了 MLF 操作。據此
後披露，去年 9 月央行通過該工具向五大國有商業銀行投放基礎貨幣達 5000 億元；同年 10 月，央行又向
部分股份行、城商行及農商行等金融機構投放了 2695 億元流動性。實際上，上述兩次操作相當於覆蓋了國
內幾乎所有的銀行機構。
今年 1 月，央行續作了到期的 2695 億元 MLF，並新增 500 億元。據市場人士介紹，相關操作物件同為股份
行、城商行及農商行等。MLF 的期限亦為 3 個月，利率 3.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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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證協下發“雙指引”擬限制券商接入協力廠商平臺】
中國證券業協會向各家券商下發了修訂後的《證券公司網上證券資訊系統技術指引》，該指引第五十四條明
確指出，證券公司不得向協力廠商運營的用戶端提供網上證券服務端與證券交易相關的介面。證券交易指令
必須在證券公司自主控制的系統內全程處理。這也就意味著，一些證券公司此前所設想的“微信炒股”模式
將受到影響。
上述指引要求，證券公司應當將在網上開展證券業務的風險管理納入證券公司風險控制工作範圍，建立健全
網上證券風險控制管理體系。證券公司發佈網上證券用戶端應當通過公司網站或授權的協力廠商管道進行。
另外，與《證券公司網上證券資訊系統技術指引》一併發佈的還有《證券公司參與支付業務資訊系統技術指
引》。在業內人士看來，證券支付在完成制度框架搭建後，其類似的業務創新也有望得到快速發展。
當下借助協力廠商網路平臺，如微博、微信的流量來推廣證券服務產品是一種被廣泛認知的合作模式，支付
寶旗下餘額寶、微信旗下理財通等產品正是此類模式的產物。但在新的指引中，證券公司接入協力廠商用戶
端提供交易等服務的模式也會受到影響。有業內人士表示，這一規定或導致業內有關券商同互聯網公司開展
的介面類別合作的設想受到一定限制。一位元證券業務人士也表示，如果協力廠商介面無法打通，那麼協力
廠商的開戶、交易就可能遇阻。
此外，此規定意味著，用戶將不能使用“ 同花順”等協力廠商手機用戶端進行證券交易。由於行情資訊與
交易功能分離，其便利性降低或引起用戶流失，每個用戶的商業價值也將大打折扣。
據瞭解，同花順起家的業務是為證券公司提供證券網上行情交易系統，之後業務擴散到為投資者提供專業、
及時的資料和個性化的資訊服務，其推出的手機用戶端具有廣泛的下載量，其中內嵌了交易功能，在全國大
多數券商開戶的投資者均可以在手機用戶端上直接委託交易，不必再登錄各家券商自己開發的用戶端。
在移動互聯網、互聯網金融快速發展的背景下，線民變股民需求迫切。目前，同花順、 大智慧、 東方財富
通、益盟操盤手、雪球等專注於證券領域的互聯網公司均已推出了自己的手機用戶端，其中不少內嵌了交易
功能。此外，BAT 三大巨頭也非常看好證券服務領域，相繼推出了股票手機用戶端，或者在自家原有手機用
戶端上增加股票行情功能。
業內人士指出，手機用戶端已經成為開發使用者、推廣金融理財產品的重要管道，資本市場也因此給予涉及
互聯網證券的相關公司非常高的估值，而中國證券業協會出臺的新規，將使互聯網證券入口爭奪的局勢驟變，
非券商推出的手機用戶端入口價值大打折扣，同花順、東方財富、大智慧等個股或受傷。

【國泰君安 IBD 遭證監會突查員工進“黑屋訪談”】
3 月 17 日，據接近 國泰君安的人士稱，證監會在中午突擊檢查了國泰君安 IBD(投行部)，而相關的檢查近乎
嚴苛，所有人的手機電腦都上繳，現在電腦都還未下放。(檢查)非常嚴格，手機號、手機查詢密碼、登陸密
碼，電腦、qq、微信、郵箱的全部密碼都要當面提供，尤其所有並購重組項目都要抽查，還有一對一小黑
屋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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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內人士認為，監管層今年風控會控制得較嚴，註冊制放開前尤甚。
上海總部一位不願具名的投行員工表示，是北京投行部門被抽查，主要查重組項目，中高層和在外做專案的
從業人員。上海這邊沒有被查。
國泰君安總裁辦人士證實該檢查屬實，是一個正常的例行檢查，所有涉及到重組的專案都要進行抽查。而且
也不是檢查北京投行部，是沒有地區性的，而是按照項目屬地抽查的。而檢查力度是否如傳言般嚴苛，國泰
君安總裁辦人士對時代週報記者予以否定，稱說法有點過分了，實際上並沒有這麼嚴格。
據經濟觀察網消息稱，繼 2014 年底銀監會、保監會出手之後，證監會稽查總隊將進場對 200 家左右的機構
進行業務檢查，檢查對象包括證券、基金和私募以及個別會管單位等，此次檢查將實現規模、地域和業務上
的全覆蓋。”檢查重點針對商業賄賂、職務侵佔等重大犯罪行為。

【螞蟻金服欲建合夥人制度確保管理層控制權】
知情人稱，螞蟻金融服務集團計畫採用“合夥人”制度，以允許管理層在公司上市後繼續保持在董事會的控
制權。
上述知情人表示，螞蟻金服計畫採用的合夥人結構與阿裡巴巴(BABA.N)集團去年 IPO 時採用的結構相似，其
合夥人將可提名多數董事。螞蟻金服在最新一輪融資中獲得了超過 400 億美元的估值。
阿裡巴巴當初正是憑藉合夥人制度，使得公司管理層在上市後仍掌握董事會控制權。目前，阿裡巴巴集團
30 名合夥人當中的 7 名在螞蟻金服擔任高管。
資料顯示，螞蟻金服 IPO 擬於 2017 年在 A 股上市，並已選定中金公司擔任 IPO 財務顧問。該公司首輪融資
金額為 200 億-250 億人民幣。
螞蟻金服成立於 2014 年 10 月 16 日。螞蟻金服旗下品牌包括了支付寶、支付寶錢包、餘額寶、招財寶、螞
蟻小貸及籌備中的網商銀行等品牌。
根據螞蟻金服去年 10 月的資料，目前集團控制的資金規模達到 5790 億元。支付寶註冊用戶則為 8 億人，
其中移動端活躍用戶 1.9 億人，每天交易規模達到 4500 萬筆。

【新三板指數發佈催生資金加速入場】
3 月 18 日全國股轉系統正式發佈首批新三板指數。多位投資界人士認為，新三板熱度有望進一步提升，更
多投資機構和投資人將在大類資產中配置新三板企業股份或基金產品。入選指數的新三板企業，尤其是加入
做市指數的成份股，有望成為市場寵兒。
安信證券新三板研究負責人諸海濱表示，首批加入成份股的公司，尤其是本身交易活躍的公司通常將吸引更
多的資金關注和追捧，從而“強者恒強”，正向效應的疊加將非常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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飛凱材料（300398）：新老產品同時發力，15 年業績將持續高增長
飛凱材料發佈 2014 年報，公司 2014 年實現營收 4.02 億元，同比增長 25%，實現淨利 0.90 億元，
同比增長 38%，實現每股收益 1.13 元，其中 4Q2014 實現歸屬淨利 0.23 億元，實現每股收益 0.28
元。另外公司預告 2015 年 1 季度實現淨利潤 0.22-0.27 億元，同比大幅增長 40%-70%。公司業績增
長主要源于 UV 光纖塗覆材料收入的增長及綜合毛利率的提升，2014 年，公司 UV 光纖塗覆材料收
入增長 27%，其中海外市場收入大幅增加 38%，另外受益原材料自給度提高及部分原材料價格的下
降，公司綜合毛利率提升約 1.51 個百分點至 45.31%。
新老產品同時發力，15 年業績將持續高增長。UV 光纖塗覆材料目前占公司收入約 85%，受益國內
外寬頻及 4G 網路的建設，目前公司 UV 光纖塗覆材料需求旺盛，UV 光纖塗覆材料行業屬於寡頭壟
斷的利基市場，公司及帝斯曼、日本 JSR 壟斷國內 90%以上市場份額，有較強定價權，預計該產品
能夠持續維持較高的盈利能力；公司新產品如光刻膠、UV 塑膠塗料、高純氧化鋁等項目將在 15 年
2 季度投產，光刻膠主要用於 PCB 電路板，UV 塑膠塗料主要用於高端化妝品盒、消費電子等，高
純氧化鋁主要用於 LED 藍寶石襯底、藍寶石螢幕等，這些均屬於技術壁壘較高的新材料，下半年將
為公司貢獻業績新增量。
飛凱材料是國內領先的光固化新材料公司，公司產品目前從單一光纖塗覆材料拓展至光刻膠、塑膠
塗料等領域，同時公司在無機材料領域加大研發投入，未來高純氧化鋁有望成為公司另一明星產品；
公司高度重視研發，同時位於人才廣聚的上海，我們預計公司後續將會不斷推出新產品，公司將成
為國內領先的綜合新材料公司。“增持”評級。
風險提示：產品價格下跌風險，新產品市場拓展風險。

小商品城（600415）：網上營業執照義烏首發，電商里程碑，政策利好再兌現，目標市值 1005 億
元
義烏市場監管局下發關於印發《“義烏購”網商註冊登記指導意見》的通知，並對首批 10 家義烏
購平臺網商頒發網上營業執照。
（1）具體操作：入駐義烏購的各類網商以託管方式登記于義烏購總部住所，結合網商在義烏購上
的虛擬位址編號，一起作為其經營場所使用，構成網上營業執照。（2）現實基礎:義烏購 O2O 方式
構建 B2R 電商平臺，推出線上線下聯動的誠信保障體系，網上經營主體可認證並監管，從而網上營
業執照成為可能，也是純電商不具備的優勢。（3）重大意義：電商 “網上營業執照”義烏首發，
具里程碑意義和開創性、稀缺性價值，反映政府扶持義烏購做大做強決心，義烏購網商自此有了
網上經營“身份證”，有效做到交易的可管可控可追溯，推升義烏購誠信再上新高度，是“互聯網
+”最好實踐和義烏國貿改革試點的新突破、新成果。（4）實際作用：為公司加快推進跨境電商提
4

供前提，利於“合計畫”縱深發展，加速構建產業支撐有力、線上線下融合、覆蓋全國全球的“蛛
網式”市場平臺。依託誠信基礎和有望獲取的支付牌照等，公司將實現義烏購上下游商戶快速集聚
和境內外交易額高增長，構建征信、支付結算、金融、物流、資料等業務體系，兌現多元價值。
一年時間，考慮到平臺交易額爆發增長，且流量價值變現機會大，納入線上業務價值，目標市值
1005 億（電商平臺和實體分別 306 億和 699 億），相對目前仍有 84%空間，中長期市值空間 2000
億。
風險提示：宏觀經濟波動風險；租金市場化進程的不確定性；外延擴張低於預期的風險；義烏購發
展的不確定性；地產專案銷售及確認的不確定性。

紅旗連鎖（002697）：收購成都紅豔超市，增強區域競爭力，3 月 18 日起複牌
公司擬以 2.38 億元收購本土紅豔超市（包括物流配送中心，125 家門店及相關設施）。估計紅豔年
收入 2 億多元，淨利潤 1000 多萬元，對應收購 PS 約 1 倍、PE 約 15 倍；預計公司接手後，紅豔單
店經營能力仍有較大改善空間。公司停牌前（2 月 17 日）9.3 元股價對應 15 年 PS 約 1.4 倍、PE 近
40 倍；收購有望進一步鞏固公司區域競爭力，完善網點佈局（特別是旅遊景點），增厚 O2O 線下
資源，增持評級。
風險提示：成都市零售業激烈的競爭環境；異地展店速度及培育情況不達預期的風險；租金上漲和
不能續租的風險。

雪迪龍（002658）：內生性增長與股權投資雙輪驅動
雪迪龍發佈年報，2014 年，公司實現營業收入 7.41 億元，同比增長 26%，歸屬母公司淨利潤 1.99
億元，同比增長 48%，綜合毛利率 48.50%，同比增長 3pct，基本每股收益 0.72 元，同比增長 47pct。
利潤分配預案為：向全體股東每 10 股派現金股利 1.50 元（含稅），合計現金分配紅利 0.41 億元
（含稅），同時以資本公積金向全體股東每 10 股轉增 12 股，總股本增加至 6.05 億股。
公司主營業務監測設備銷售板塊穩定增長，兩個創投公司與思路創新貢獻投資收益顯著提升利潤。
公司下游客戶結構由大型電廠轉向中小型機組與鍋爐業主，帶來市場空間放量、毛利率水準提高與
費用率小幅上漲。預計中小機組與鍋爐市場仍是公司 2015 年業績的重要支撐。公司目前繼續推進
自主研發，佈局新的業績增長點，同時積極介入智慧環保領域，未來有望在（1）環保資料軟體平
臺業務拓展和（2）掌握獨特資料資源，提供差異化資訊類服務兩個方面共同推進，不僅促進儀器
銷售業務的推進，還為打造綜合性環保資訊化平臺打下伏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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風險提示：環保監測相關法規制定與執法強度不達預期影響整體監測設備市場放量；智慧環保與監
測設備行業競爭日趨激烈，可能影響企業業務拓展進度與利潤率水準；大盤系統性風險。

南寧糖業（000911）：糖價迎來週期上漲，上游資源整合空間大
我們認為南寧糖業股價仍有空間。核心理由：1）國內減產明確，預計 14/15 榨季國內大幅減產，
產量不超過 1100 萬噸，儘管國際糖價較弱，但為保護國內制糖行業，政府表態嚴控進口，意味著
國內制糖行業 2015 年將實現盈利，扭轉三年虧損，迎來實質性改善。國際糖市的供需狀況也將於
15/16 榨季好轉。2）根據定增專案募集說明書，公司將通過土地流轉，整合上游種植的產業鏈各
方資源，畝產提升有較大空間。3）行業低迷期，收購兼併的可能性較大。4）公司產量占國內糖產
量的 4%，國內制糖行業總收入 1122 億元（不考慮農資化肥等相關產業），公司現在市值僅僅 35
億元，空間仍大。
風險提示：糖價下跌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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