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 年 3 月 25 日

市場回顧與後市分析
昨日滬深兩市震幅較大，上證綜指報收於 3691.41 點，量能再創新高達到 1.4 萬億的天量。終盤，上證綜指、
深證成指、中小板指數和創業板分別上漲了 3.68 點(或 0.10%)、20.88 點（或 0.16%）、94.67 點（或
1.23%）、64.32 點（或 2.80%）。 板塊方面，電腦、鋼鐵和通信板塊分別上漲 4.22%、3.42%和 2.59%； 非
銀、石油石化、綜合板塊下跌，分別下跌了 2.17%、0.99% 和 0.94%。全市場共有 152 只個股漲停，沒有股
票跌停。
近期市場的犀利走勢是多方面因素共振形成：1）各路資金蜂擁入市：最近兩周每週新增開戶均在 60 萬戶以
上；股票型公募基金募集單月接近 700 億；融資融券餘額單周大增約 700 億；2）政府對股市的上漲樂見其
成：兩會後周小川行長表示“資金進入股市也是支援實體經濟”；上週五證監會表示股市上漲有其“必然性
和合理性”；3）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的“互聯網+”概念持續發酵，支持了與“互聯網+”概念相關的中小
市值股票的表現；4）經濟整體疲弱，政策繼續放鬆的預期持續在起作用。
對於後市，我們認為短期可以關注地產、環保、醫療板塊以及漲幅較小的白馬成長股進行主題投資 ，並注
意市場短期調整風險。

重要新聞
【自貿區全面對接“一帶一路”等國家戰略】
3 月 24 日，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主持會議，審議通過廣東、天津、福建自由貿易試驗區總體方案，以及
進一步深化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改革開放方案。會議要求，四地自貿區，要貫徹“一帶一路”建設、京津冀
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發展等國家戰略，在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探索區域經濟合作新模式、建設法治化
營商環境等方面，率先挖掘改革潛力，破解改革難題。
廣東省商務廳披露，即將掛牌的廣東自貿試驗區，將立足於打造新型國際投資貿易規則試驗區，在國際投資、
貿易、智慧財產權等領域探索對接國際高標準規則體系。同時，有效對接國家“一帶一路”戰略，推動廣東
與 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沿線國家和地區的貿易往來和投資合作，著力打造 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重要樞紐，
為 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建設服務。
對於天津自貿區來說，除了突出地方特色，與京津冀協同戰略進行對接之外，對接“一帶一路”戰略也是題
中應有之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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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自貿試驗區總體戰略定位則是，打造改革創新的試驗田、兩岸經濟合作的示範區、面向 21 世紀海上絲
綢之路沿線國家和地區開放合作的新高地。
而上海自貿區，金融創新仍是重中之重，也是上海自貿區輻射浦東、擴區浦東的重中之重。

【地方專項債管理辦法出臺收支納入政府基金預算】
財政部網站 3 月 24 日印發《2015 年地方政府專項債券預算管理辦法》。辦法明確，2015 年地方政府專項
債券，包括為 2015 年 1 月 1 日起新增專項債務發行的新增專項債券、為置換截至 2014 年 12 月 31 日存量
專項債務發行的置換專項債券。
辦法指出，專項債券按市場化原則在銀行間債券市場、證券交易所市場等發行。鼓勵符合條件的機構投資者
和個人購買專項債券。
辦法稱，省、自治區、直轄市政府為專項債券的發行主體，具體發行工作由省級財政部門負責。市縣級政府
確需發行專項債券的，應納入本省、自治區、直轄市專項債券規模內管理，由省級財政部門代辦發行，並統
一辦理還本付息。經省級政府批准，計畫單列市政府可以自辦發行專項債券。
辦法強調，省級財政部門應按時兌付專項債券本息。省級財政部門代市縣級政府發行的專項債券，市縣級財
政部門應按照協議約定及時向省級財政部門足額上繳還本付息資金。未按時足額繳納還本付息資金的，按逾
期支付額和逾期天數計算罰息，年度終了仍未繳納的部分，省級財政部門採取適當方式予以扣回，並將違約
情況及時向市場披露。

【多個指標反映增量資金仍在爭相入市】
在賺錢效應刺激下，場外資金蜂擁入市。多個指標都反映增量資金仍在爭相入市。
自 3 月以來，新增 A 股開戶帳戶數連續三周處於高位。代表機構行為的基金也快速加倉。中金公司研究部
執行總經理王漢鋒表示，目前，“兩市成交額連續 6 天維持在萬億以上的高位水準，這與去年 12 月初高成
交量只持續很短的情況大有不同。而且，日均新增帳戶數快速回升，重回 14 萬戶以上，帳戶活躍度也處於
15%以上的較高水準。此外，客戶保證金規模飆升至 1.7 萬億，創下歷史新高，單周轉入資金淨增 8 千億。”
海通證券分析師荀玉根觀察，目前入市的新增資金主要來源於散戶和杠杆資金，主要是個人投資者中的大戶、
超級大戶（帳戶規模 1 億以上）。荀玉根指出，“我們原來預測潛在入市資金約在 5 萬億左右。現在看來，
這一資料可能面臨低估。而今年以來，僅來銀證轉帳淨增長已達 1.368 萬億的規模。此外，對比 2009 和
2007 年高點時 PE、換手率、交易活躍度來看，當前市場熱情還處於早中期階段。”
川財證券研究員吳家麒表示，目前，各類情緒指標均迅速上漲，包括交易結算資金、融資餘額等創歷史新高，
股票混合型基金發行規模、滬港通淨流入等也處在歷史高位水準。如 3 月 13 日的證券交易結算資金創下
17782 億元的天量，扣除新股凍結資金解禁的影響後仍然創下了歷史新高，反映了投資者情緒高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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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險資入市進行時：險企上調權益類資產比重】
進入 2015 年，險資延續此前一年增加權益類資產配比勢頭。滬上一家基金公司近日透露， 中國人壽
(2628.HK)剛剛舉行了一次招標，意欲將更多的資金配置到權益類資產中。
中信證券研報指出，2014 年險資主動加倉的力度不甚大，但 2015 年加倉權益則是“大概率事件”，預計至
少主動加倉 3 個百分點。
3 月 24 日，中國人壽發佈年報顯示，在該公司超過 2 萬億的投資額度中，已有 11.2%的資金配置了權益類資
產，較之前一個年度增加了 3 個百分點；此前一天 中國平安(2318.HK)的年報也顯示，截至去年年末，權益
類資產占比達到了 14.1%，同比增加了 3.6 個百分點。在日前召開的中國平安業績發佈會上，平安首席投資
官陳德賢在談及今年投資策略時表示，2015 年資本市場的機會與風險並存，將會積極把握好投資機會。
對外經貿大學保險學院教授王國軍預測，“2015 年將有更多保險業的銀行存款轉投到 A 股市場中，險資投
資股票和證券投資基金的占比將從現有水準提升至 15%左右，上升空間較大。”保守估計，若按照 2015 年
險資餘額 15%的年增速、投資股票和證券投資基金占比達 12%-13%的水準測算，則 2015 年有望實現 2580
億元-3650 億元的增量資金進入 A 股市場。

【年後機構調研路線圖：266 家公司獲青睞】
各路機構調研記錄顯示，機構在 3 月關注的標的主要集中在 TMT、機械設備、化工、醫藥生物等行業，266
家公司獲得青睞。
申萬一級行業中，機械設備、電腦、化工、電子、醫藥生物等行業上市公司接待機構次數最多，分別為 46
次、41 次、39 次、32 次、27 次，電腦、電子、機械設備、化工、醫藥生物等幾個行業接待機構數量最多，
分別達到 416 家、305 家、280 家、274 家、213 家。
2 月 23 日到 3 月 23 日，共有 266 家上市公司獲得了機構調研。其中，獲得最多機構拜訪的前幾家公司分別
是 快樂購(300413，收盤價 42.02 元)、 衛寧軟體(300253，收盤價 157.60 元)、 TCL 集團(000100，收盤價
5.90 元)、二三四五(002195，收盤價 68.59 元)、 華東醫藥(000963，收盤價 64.46 元)、 視覺中國(000681，收
盤價 42.03 元)，參與調研的機構數分別達 76 家、75 家、74 家、69 家、65 家和 62 家。
就接待次數而言， 理工監測（002322，已累計上漲 30.29%；2 月 25 日~3 月 23 日，下同）、 濱江集團
（002244,已累計上漲 45.62%）、 得潤電子（002055,已累計上漲 71.19%）、 楚天科技（300358,已累計上漲
63.07%）、 亞太科技（002540,已累計上漲 61.90%）、 延華智能（002178,已累計上漲 60.80%）、 恒華科技
（300365,已累計上漲 49.57%）等幾家公司居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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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螺水泥（600585）：全年盈利至歷史第 2 高位，分紅提升增強藍籌屬性。
（1）第 4 季度價格降幅較大致使盈利略低於此前預期。
（2）全年盈利在歷史第 2 高位，僅次於拉閘限電的 2011 年。
（3）預計 2015 年業績表現呈前低後高、逐季改善態勢。
（4）海外水泥佈局有望擴充公司長期增量空間，目前印尼、緬甸進展順利。
（5）分配預案將現金分紅比例提升至 31%左右，對應股息率約 3%左右，藍籌屬性增加。
風險提示：需求超預期下滑，煤炭價格大幅提升，國際化進展不達預期。

南寧糖業（000911）：週期底疊加股價底，仍有向上空間。
儘管南寧糖業自我們推薦以來漲幅已過 30%，但我們認為空間仍大。（1）站在制糖行業週期的角
度，我們認為無論是國內和國際都處在週期的底部，而且向上明確。國內大幅減產，而且下榨季的
種植面積還在下降。（2）南糖股價自高點 2010 年的 30 元不斷下滑，即使最近上漲，股價仍只有
高點時的 1/3 強。（3）行業低迷期，收購兼併的可能性較大。
風險提示：糖價回升不如預期。

中原高速（600020）：低估值+基本面持續改善+河南金控平臺。
（1）僅憑價值重估，股價就有 30%空間：中原高速旗下創投業務占 13 年公司淨利潤 31%，1H2014
占淨利潤 15.4%，若根據 A 股同類公司的估值水準，中原高速的保守估值也不應低於 170 億。
（2）15 年基本面持續改善：公司負債高，14 年利息支出接近 13 億（利潤約 8.8 億），而 15 年市
場融資成本下降、優先股資金臵換會大幅緩解公司的利息開支並帶來業績改善，而來自政府的 5.6
億補貼若能確認在 15 年，淨利潤將會大幅增長。
（3）估值絕對低：14 年業績預增 90-140%，對應 PE 和 PB 估值僅有 15 倍和 1.7 倍，安全邊際高。
（4）河南金控平臺：公司信託、銀行、保險、創投各類資質一應俱全，有望成為河南第一金控平
臺並進一步打開公司的估值空間。
風險提示：中國經濟增速低於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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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利特（002324）：邁向世界的新材料公司
國內改性塑膠龍頭，具備強勢議價權，在原料價格大跌約 25%之際，產品價格僅微跌約 3%，盈利
能力大幅提升；跨國布局剛剛開始，將進入國際汽車供應體系；定位綜合新材料公司，從汽車拓展
至醫療、電子等領域，成長空間打開，估值將重塑；目前 15 年動態估值不足 17 倍，繼續強烈推薦，
6 個月目標價 46 元，對應 15 年 23 倍 PE。
風險提示：行業競爭加劇風險，原材料波動風險。

碧水源（300070）：看好 2015 市政水務市場放量，推薦關注碧水源。
行業面：十二五收官、“水十條”與 PPP 三架馬車驅動市政水務市場放量。首先，2015 年是十二
五的收官之年，根據最新統計資料，我國的汙水處理能力建設方面仍有較大缺口，大概率會出現趕
工赴考現象。其次，自 2014 年“水十條”開始制定以來，一直受到市場的高度關注，目前仍未披
露。我們從近期政策導向與中國市政水務市場的問題出發，認為“水十條”可能會對市政水處理中
提標改造、農村水務板塊有所佈局。最後，隨著 PPP 模式在全國範圍內熱火朝天的開展，政府舉債
空間收窄限制水務投資的障礙有望迅速打破。綜上所述，我們認為，2015 年市政水處理市場有望
迅速放量。
公司基本面：（1）公司是行業內最早實踐 PPP 模式的企業，較強的資本實力與跨區域拓展能力決
定了其在國內水務市場的龍頭地位，最有可能受益於 PPP 模式全國市場放量；（2）公司在膜生產
與膜法水處理方面佔據顯著技術優勢，且目前有大量在手訂單支撐 2015 年業績。（3）公司具有滇
池和太湖的自然水體治汙項目經驗，而自然水體治理有可能在“水十條”中有所涉及，公司是這一
方面的稀缺標的。
風險提示：（1）全國 PPP 模式的推廣進度可能低於預期；（2）“水十條”尚未公佈，內容可能與
預期有所偏離

東富龍（300171）：製藥工業 4.0。
公司是相對豐滿的工業 4.0 企業，大量現金支撐產業擴張，我們認為公司有望成為中國製藥工業領
域的西門子。
（1）公司過去幾年經過凍幹機、凍幹系統、凍幹工程的硬體轉變，逐漸從硬體提供商升級為智慧
工廠的推動者及服務商，跳出傳統製造業的框架，領先藍海新模式，是工業 4.0 的標杆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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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母公司及各子公司已形成一主兩翼格局，即智慧工廠裝備及資訊技術（母公司、東富龍資訊
技術有限公司及相關子公司）、醫療器械（典範）、生物技術（溥生）。
（3）隨著產業集中度提升，近 20 億現金對公司未來產業擴張將是強有力的支撐。
風險提示：後 GMP 時代對原有業務市場空間的影響存在不確定性。

大名城（600094）：福建自貿區受益標的，“產業+資本雙輪驅動”值得期待。
土地整理毛利率低於房產結算使得公司營收增長快於利潤增長。2014 年，受符合結算條件的房產
增加和土地整理收入推動（本期商品房結轉收入 35.74 億元，同比增加 24.9%，公司承接的蘭州東
部科技新城土地整理確認收入 16.10 億元），報告期內公司實現營收 53.80 億元，同比增加 83.0%；
由於公司土地整理毛利率低於房產結算，這使得報告期內公司實現淨利潤 3.45 億元，增幅收窄至
35.22%。
2014 年以來公司新增土地儲備 4 個，合計權益儲備建面 294 萬平：2014 年 3 月，公司以 11.61 億
元競得位於甘肅蘭州市高新區東部科技新城首期 20 平方公里（核心區）總計 22 宗地塊的使用權，
總出讓面積 165.64 萬平。蘭州東部科技新城規劃總面積 136 平方公里，建設用地面積合計 2531 公
頃，其中首期 20 平方公里，是蘭州城市東進的重要空間載體，將打造為承載中心功能外溢的重要
城區。本次競得的地塊，使公司在該專案區塊的可開發建設用地增至 3800 多畝。
14 年非公開增發順利募資 30 億元，15 年全力推進可轉債發行工作。2014 年 9 月 30 日，公司非公
開發行股票為 5 億股，發行價格為 6.00 元/股，募集資金 30 億元（扣除發行費用後的募集資金為
29.60 億元），將全部用於名城永泰東部溫泉旅遊新區一期項目。公開發行可轉債募集資金 22 億元，
用於蘭州東部科技新城一期和二期專案。
公司擬合作成立大名城城鎮化投資基金，涉足房地產產業並購基金：2014 年 10 月，公司擬與中信
證券、信業基金、長江財富共同設立中信證券-信業基金—長江財富大名城城鎮化投資基金，募集
資金上限為 50 億元，運作期限為 10 年，主要投資於一線城市北京、上海、廣州、深圳的房地產項
目。我們認為，這是公司實施區域聚焦，加快一線城市項目佈局的重要舉措，同時也為公司探索產
業並購基金模式，走適度多元化經營打下基礎。
福建自貿區純正標的，“產業+資本雙輪驅動”值得期待。公司發展模式符合新型城鎮化建設方向，
屬福建自貿區和“絲綢之路”主題重要標的。福州自貿區就在公司大本營所在地馬尾東江濱專案區
域內掛牌，後期大名城有望銷售自貿區相關稅收、金融利好。蘭州東部科技新城專案正處於處於
“絲綢之路經濟帶”核心區域。目前公司已明確構建產業+資本的雙輪驅動、協同發展，打造新的
業務增長極的創新轉型戰略。公司已明確表態希望通過產業基金、金融並購基金、資產運營基金等
擇機參與境內外並購，積極探索金融服務業、投資貿易、倉儲物流、大文化大健康等新型產業。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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銷售增加推動，公司期末預收賬款餘額 46.36 億元，較年初大幅增長 2.80 倍。我們預計公司 2015、
2016 年 EPS 分別 0.25 和 0.32 元，“增持”評級。
風險提示：行業基本面不達預期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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